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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实施
“工业强市、文旅兴市、生态立市”发
展战略，加快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推进改革激活力，加快集聚发展动
能，必须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着力打造东北地区最优营商环境。
今年本溪两会上，这项共识被再一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

本溪干部群众形成这样的共识：
营商环境是本溪发展的最强优势和
竞争力。尤其是近年来，本溪市积极
抢抓东北振兴发展战略机遇，着力
聚焦打造东北地区最优营商环境，
突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建章立
制、狠抓整治，大力营造重商、亲商、
安商的良好发展环境，推动政府服务
效能进一步提升，市场活力得到充分
释放，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日益增
强，为促进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保障。

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本
溪成功打造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
境。截至目前，本溪已实现 100 个高
频事项“最多跑一次”；“3550”改革全
面实施；“无证明城市”建设深入推
进，直接取消证明事项259项，“减证”
占比46%；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
初步建成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完成与省“8890”平台对接运行，群众
诉求办结率达98.5%。

风清气正的政务环境，使本溪的
营商环境持续得到优化。仅在去年，
本溪248名项目管家全程跟进服务项
目建设，协调解决问题2500余个。严
格执行“七个不允许”要求，深入开展

“营商环境建设突出问题暨第二批群
众办事难问题”“政府失信行为”等专
项整治，通报损害营商环境突出问题
47起，曝光典型案例 22起，追责问责

47 人。341 户企业评议政府部门服
务，平均“不满意”率0.47%，比上年再
降低0.43个百分点。

为彻底解决营商环境不尽完善，
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2020年，本溪
市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
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加快共享数
据平台建设。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优化消防工程审批验
收服务流程。市、县两级政务服务
事项网上可办率要达到 100%。加快

推进“证照分离”等改革，彻底解决
“准入不准营”问题。继续压缩企业
设立登记时间，全面推广电子营业执
照，实现不动产交易和缴税“一窗受
理、并行办理”，使简政放权取得更大
实效。

为实现全力打造东北地区最优
营商环境的目标，本溪市政府主要领
导表示，一方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一方面
要严格执行本溪市制定的“七个不允

许”要求，继续坚持企业评议政府部
门制度，促进服务效能提升。加强
和规范行政执法事中事后监管，全
力推进办事难、执行难、政府失信等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大对损害营
商环境案件的查处力度，依法依规惩
治破坏营商环境的国家公职人员。
进一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坚决把本溪打造成为东北营商环境
最优的地区，让所有本溪企业安心、
舒心、放心发展。

本溪市“刀刃向内”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00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本
溪不仅坐拥明山秀水，还拥有独具特
色、深厚的文化资源。让文旅产业强
强联合，打组合拳，坚决打响、打好

“七张牌”，成为本溪今年加快文旅产
业发展坚定不移的方向。

2019年，本溪文旅产业交上了一
份漂亮的答卷：全年接待游客 4941.4
万 人 次 、增 长 15.6% ，旅 游 总 收 入
389.3 亿元、增长 18.6%；桓仁满族自
治县获评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同江峪村进入全国
乡村旅游 300 强；有规模的赏枫游景
区、温泉度假区、滑雪场增至23个；新
建、扩建特色民宿 11个；深度挖掘文
化旅游、红色旅游、工业旅游项目 4
个；成功举办首届中国温泉康养本溪
高峰论坛、国际枫叶节、冰雪节等活
动；本溪获得“最受旅行者满意的中
国旅游目的地”等称号。

从去年开始，本溪文旅产业不断
增添新名片：漫谷小镇、枫林谷房车
露营公园、小市一庄二期等精品景区

建成运营，虎谷峡、大冰沟、关山湖等
重点景区完成改造升级，熙康云舍、
芳华龙宝康养小镇、大峡谷冒险公
园、云山滑雪场二期等项目加快建
设，明长城遗址、本溪湖工业遗产群、

东北抗联红色教育基地等项目加强
保护和开发利用。

今年，本溪市委、市政府进一步
提出，举全市之力打造全域旅游示范
区，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丰富

旅游业态，提升旅游发展内涵，坚决
打好“七张牌”。

打好水洞牌，完善水洞产品业态，
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旅游龙头企业。打
好枫叶牌，打造精品赏枫线路，推动大
冰沟、虎谷峡等景区晋升4A级。打好
温泉牌，推动熙康云舍、天著温泉中
心、汤沟小运河酒店早日建成运营，芳
华龙宝康养小镇、久居天泉民宿等项
目加快建设。打好冰雪牌，推动天著
滑雪场项目开工建设，云山滑雪场二
期加快建设。打好长城牌，启动清河
城长城保护修复工程，争取纳入国家
明长城保护范围。打好红色旅游牌，
整合红色遗址资源，精心规划红色旅
游线路。打好文化牌，重点推进五女
山景区申报5A级、本溪湖工业遗产群
文保工程加快建设；启动文创产业园
区规划建设。同时，推进四方台旅游
景区建设，促进特色旅游商品开发销
售，继续加强旅游推介宣传营销，办好
品牌节庆活动，不断提升旅游吸引力
和影响力。

打好“七张牌”加快发展文旅产业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2019
年，本溪市委、市政府始终以民生为
本，持续加强民生建设，用一件件实
事、好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要想富，先修路。2019 年，本溪
田桓铁路开通运营，结束了本溪城区
与桓仁满族自治县不通旅客列车的
历史，直接带动沿线17个乡镇加快发
展。全省最长的集本线凤鸣山隧道
建成通车，解决了桓仁县东部交通瓶
颈问题。维修改造的滨河北路、文化
路、振平路等城市道路，新建成的宏
峪过街天桥等，让山城百姓昂首阔步
走上平安路、顺畅路、富裕路。也是
在这一年，本溪市采取了增加停车泊
位供给、重点区域停车收费等措施，
有效缓解主城区的“停车难”问题。

守着青山绿水，就要让群众吃上
放心水。2019年，本溪市改造城市供
水管网42公里，完成南芬城市供水工
程，南芬区 4万居民喝上了观音阁水
库优质水。改善了歪头山 5800 多户
居民的饮水质量。

确保居者有其屋，是本溪市深化
“2019城市管理年”活动的主题之一，
共统筹推进了40个早期棚改小区维修
改造，提前完成 791 户棚户区改造任
务。完成未验收入住房屋确权认证近
万户、累计完成4.79万户，解决“回迁
难”问题1172户、累计解决2436户。

让城乡处处是风景。2019年，本
溪市在城区重点打造了一批示范社
区、示范路、示范公园，“城市双修”也
取得进展。在农村，本溪市通过深入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千村美丽、
万村整洁”行动，使农村生活垃圾处
置体系实现287个行政村全覆盖，104
个村实现整村整洁。新建改造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73处、受益1.7万人。完
成“四好农村路”建设工程57项、184.2
公里，省级抽检合格率100%。在全省
率先完成 347 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建成农村户厕1758座，16个美丽示范
村无害化卫生厕所覆盖率达85%。

据统计，2019年本溪市确保民生
支出增至 75.5%，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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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军转干部
和符合条件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满意
率 100%。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月人
均增加 133 元。最低工资标准市区、
两县每月分别提高 190 元和 180 元。
城市、农村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标准分别提高 10%和 12.4%。完成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财政
补助标准每人每年提高30元。“两癌”
免费筛查惠及2万余名妇女。养老机
构数量增至 144 家，床位达到 11046
张。

本溪实打实兑现民生承诺
去年75.5%财力用于交通、生态、就业等民生所需

2019 年 8 月，本
溪在全省首开先河，
为“生态立市”出台

《中共本溪市委关于
生态立市推进绿色发

展的意见》，正式以制度的形式明确
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方
向。仅仅 4 个月后，2020 年新年伊
始，本溪市快马加鞭，稳步推进生态
立市战略由立法走向切实行动。

众所周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解
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本着“心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的民生情怀，建章立
制，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
生优先领域，切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
阶。这既是民心所望，又是政之所向，
彰显了党委、政府“坚持民生为本、增
进人民群众福祉”的责任担当。

这种责任担当，源自本溪市委、
市政府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
刻认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
天，考量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
尤为关键。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以建章立制
的形式推进生态立市战略，必然要
坚持绿色发展，摒弃损害甚至破坏
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摒弃以牺牲
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
做法，以全新的生态发展理念和工

作实效，确保天更蓝、水更清、山更
绿、环境更优美。这恰是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努力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切实解决
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的题中之义。

这种责任担当，源自直面问题
的勇气。曾几何时，本溪市一度是

“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经过多
年壮士断腕般的生态环境整治，如
今的本溪已嬗变为“看不够的城
市”，一座游人纷至沓来的花园城
市。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溪从此便可
高枕无忧。未来，大美本溪同其他
城市一样，依然要面对资源约束、环
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多重挑
战。欣喜的是，本溪市委、市政府已
清醒地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
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正用建章
立制的方式，树立起生态必胜的信心
和勇气。

这种责任担当，源于干事成事的
能力和魄力。本溪市布局生态立市
战略，旨在把制约生态保护和发展的

“短板”变成有力“跳板”，誓在啃下一
个个环境问题的“硬骨头”，敢于对

“民生之患、民生之痛”的生态环境乱
象坚决说不，善于从根本上改善生态
环境。毫无疑问，本溪市已义无反顾
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充
分展示出对人民群众、子孙后代负责
任的态度。

生态立市彰显责任担当
丛焕宇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1
月 8 日，记者从本溪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获悉，该委近日向社会通报了
全市 16 家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和管
理机构，并公示签发流程，以此增强
执业人员严把“人生第一证”的责任
意识，推进本溪市出生医学证明管
理工作更加规范、有序。

出生医学证明是一个人出生后
获得的第一张“身份证件”，具有重
大的法律意义，承载的社会功能也
越来越多。

作为市级监管部门，本溪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高度重视出生医学证
明管理工作。他们严把制度关，规
范该市出生医学证明相关文件；严
把培训关，对全市出生医学证明签
发人员进行专项培训；严把签发关，
启用新版出生医学证明，严格按标
准使用出生医学证明信息录入和导
入方法；严把督导关，定期对全市
16 家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和管理机
构进行督导检查，及时解答疑难问
题，提升服务能力。

本溪发布出生证明签发流程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2019
年，本溪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脱贫
攻坚工作，重点从五方面入手，确保
了当年全市预脱贫指标219人全部
达标脱贫。

狠抓产业扶贫。全市118个产
业扶贫项目，通过“村集体+贫困
户”“公司+基地+贫困户”“致富能
手+贫困户”等模式带动贫困户实
现精准脱贫。

狠抓村庄整治。去年改造农村
危房134户；完成存量建档立卡贫困
户残疾人无障碍改造需求全覆盖、农
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全覆盖，104个
村实现了整村整洁；新建和改造 73
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受益人口1.69
万人；农村道路建设完成路面工程57
项184公里，危桥改造工程239.5延
长米；16个美丽示范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覆盖率达85%。

狠抓健康扶贫。全市贫困人口

家庭医生签约 20951 人，签约率为
95.5%；筛查出大病人口 1060人，救
治 1041 人；为贫困白内障患者 348
人提供免费治疗；为32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重度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
了“以奖代补”居家服务；全市开展
农 村 贫 困 妇 女“ 两 癌 ”免 费 检 查
6174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补充医
疗理赔金额352.53万元。

狠抓教育扶贫。全市在校就读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1240 人纳入教
育资助范畴；落实义务教育阶段贫
困残疾学生补助资金 20.7 万元，惠
及贫困学生 207 名；本溪满族自治
县利用慈善救助资金 13.2 万元，救
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25名。

狠抓兜底扶贫。农村低保标准
由每人每年4452元提高到5004元；
通过社会救助将符合认定条件的一
般建档立卡贫困户，及时纳入保障
范围，共计10356人。

去年预脱贫对象全部脱贫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1
月8日，记者从本溪市林草局获悉，
本溪市 2020 年度闭坑矿山生态治
理目标已经确定。依据实地踏查，
今年本溪全市共确定 48 处、面积
73.2公顷的治理地块。

本溪市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本溪市闭坑矿山生态治理
工作将严格恪守三项原则：一是严
格项目管理，抢抓工程进度。将督
促指导各县区严格按照“四制”要
求，综合运用工程措施和自然恢复
能力进行施工建设，确保2020年植
被恢复工作顺利完成。

二是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工程质

量。认真审核2020年度治理责任主
体，加大对各县区治理项目的督促检
查力度，定期对项目的工程进度、资
金使用等情况进行检查指导。

三是积极筹措治理资金。争取
省、市、县各级财政支持，及时将闭
坑 矿 山 生 态 治 理 资 金 纳 入 当 地
2020年度财政预算，保证治理计划
的顺利实施。同时积极谋划，协调
相关部门联动创新优惠政策，吸引
社会资金开展闭坑矿山生态治理工
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
作用，大力探索构建“政府主导、政
策扶持、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市
场化运作”的综合治理新模式。

48处地块纳入矿山生态治理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为
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利益，1 月 6 日，本溪市南
芬区委、区政府在全区范围内全面
启动反电信诈骗宣传教育暨创建无
电信诈骗社区（村）活动。

当日下发的《南芬区开展反电
信诈骗宣传教育暨创建无电信诈骗
社区（村）活动方案》发布动员令：
2020年，南芬区将根据本地电信诈
骗案件发案特点，迅速组织开展有
声势、有力度的集中宣传活动，教
育引导群众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
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公安
部门调动各方面力量，迅速建立健

全打击、防范和控制电信诈骗犯罪
的长效工作机制，坚决遏制电信诈
骗犯罪势头，铲除电信诈骗犯罪土
壤，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维护人民群众经济利益和正常经济
秩序。

方案明确了工作措施、工作目
标、覆盖范围等内容，旨在通过提升
群众知晓率、参与率，让反电信诈骗
知识家喻户晓，增强人民群众知骗、
防骗能力，并发动各方力量，打一场
全民参与的反电信诈骗战争。

南芬区要求，反电信诈骗活动不
仅要覆盖重点部门、银行网点，还要覆
盖通信行业及基层社区和村屯。

南芬区向电信诈骗行为亮剑

1.帮助300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对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实现兜底帮扶；

2. 完成新溪湖大桥建设，改造紫金路、振工
路、重型路等城市道路，打通唐家路延伸段，改善
市民出行条件；

3.多措并举缓解主城区“停车乱、停车难”问
题，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专用停车场向社会

有偿错时开放，新建、改建停车场100个；
4.打造旅游环线，实施本宽线桥头大桥至喜鹊岭

段维修改造工程，新建及维修改造农村公路82.6公里；
5.新建、改建村文化广场32个；
6.推动解决百姓就医难、住院难问题，对因医保

资金问题无故拒收患者的医疗机构坚决进行查处；
7.对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特种病用

药医保报销50%以上；
8.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改善公交车质量，

新增公交车300辆；
9.维修改造主城区老旧小区48个，完成棚户

区改造420户；
10.实施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新建改造农村饮用水工程149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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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溪要办好这十件实事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促使福耀玻璃落户本溪并接连增加投资。 本报特约记者 林 林 摄

“冰雪+温泉”成为本溪冬季旅游的新热点。 周大龙 摄

刚刚建成的宏峪过街天桥实现了主干路人车分离。 本报特约记者 林 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