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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经验再次登上《人民日报》，昨日以《一机在手 办事无忧》为题报道禅城
一网式政务服务创新典型样本

大数据支撑一网式政务服务创新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艳梅） 息封锁，
实现信息共享。
“佛山市禅城区在不破坏原有系
禅城区的试点经验，为佛山
统安全前提下，运用互联网技术， 在全市推广“一网式”
服务提供了
横向对接、纵向跳转，打破信息封
样板，便于全市统一办事标准、办
锁，
实现信息共享。
”
6月13日，
《人
事平台，
打破
“部门藩篱”
、
联通
“信
民日报》在 17 版刊发题为《一机在
息孤岛”
、
拔除
“数据烟囱”
，
实现各
手 办事无忧》文章，
又一次报道禅
部门、各层级数据信息互联互通，
城运用大数据进行“一网式”
政务
最大限度地便民利民。报道点评
服务创新的典型样本。
称，如今，在佛山，一般事项“不见
文章以禅城区市民李先生几
面”
，
复杂事项
“一次办”
，
联合事项
分钟就办理好社保证明的鲜活事 “限时办”。
“ 办事‘背靠背’，不用
例为切入点，报道“佛山市探索建 ‘面对面’，限制自由裁量权，遏制
设‘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从
寻租空间，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一窗式’
‘ 一门式’发展到‘一站
报道还指出，禅城“一网式”
式’
‘一网式’
，
办事越来越便捷，
市
服务创新有赖于大数据支撑，反
民越来越满意”
的经验做法。
过来又带旺大数据产业。近年
报道称，禅城区的改革讲究
来，
佛山市禅城区利用 3 亿多条共
策略，先统一自然人审批事项，再
享政务数据，推出“数字禅城”等
统一法人审批事项；先打破本地
产品，加快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
部门信息封锁，再争取垂直机构
产业园建设，筹建大数据应用产
横向合作；先依法将审批权限和
业化公司等。报道援引佛山市委
事项标准化，统一培训，再要求按
书记鲁毅的话写道：
“发挥大数据
照指引“照方抓药”，规范操作。 统筹能力，优化政务服务供给，降
与此同时，禅城区在不破坏原有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实体经
系统安全前提下，运用互联网技
济发展，正成为佛山城市核心竞
术，横向对接、纵向跳转，打破信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报道
点评

如今，在佛山，一般事项“不见面”，复杂事项“一次办”，联合事项“限时办”。
办事“背靠背”，不用“面对面”，限制自由裁量权，遏制寻租空间，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

禅城区本月起开展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综合整治行动

21 个村列为本次整治行动重点村
珠江时报讯（记者/谢轲 通讯
员/禅环宣）昨日，
记者从佛山市禅
城区环境保护局了解到，
禅城区6
月起开展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综合
整治，
“未批先建”和“未验先投”
的建设项目、
“小散乱污”企业成
为本次整治的目标。其中，禅城
区 4 个镇街共 21 个村，
被列为本
次整治行动的重点村。
据介绍，为确保有效改善区
域环境质量，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禅城区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
室结合全区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
工作部署，本月起在全区范围内
牵头开展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综合
整治行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
求，
将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分为
“未
批先建”
和
“未验先投”
等类型，
分
行业、
分区域开展综合整治。
按照“整治提升一批、关停
取缔一批”的工作原则，对可以
完善环保手续的项目予以整治
提升，对不符合环保审批和验收
要求的项目予以关停取缔。采
取“上下联动、属地负责、部门协
作”的工作方式，以行业和村居
为整治单位，对辖区内的环保违
规建设项目开展全面排查。
2018 年 7 月底前，
完成前期的摸
底调查；
2018 年 12 月底前，
完成
综合整治项目的整治提升或关
停取缔；2019 年 3 月底前，对整
治提升工作进行“回头看”，防止
死灰复燃。
本次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综
合整治行动目标范围包括“未批
先建”
和
“未验先投”
建设项目，
重

点是“小散乱污”企业。其中，根
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
（2017 年 9 月 1 日施
行，
2018 年4月28日修改），
依法
应当报批（或重新报批）环境影响
报告表、环境影响报告书但未报
批（或重新报批）的，依法应当办
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但未备
案的，认定其为“未批先建”建设
项目；项目需配套的环境保护设
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
即投入生产或使用的，
认定
其为
“未验先投”
建设项目。
根据全区 2018 年村级工业
园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部署，将祖
庙街道的镇安村、
永新村，
石湾镇
街道的奇槎村、沙岗村、黎涌村、
石头村、深村村、河宕村，张槎街
道的青柯村、大沙村、张槎村、白
坭村、大江村、古灶村，南庄镇的
溶洲村、
杏头村、
堤田村、
东村村、
梧村村、河滘村、杏头村等 21 条

村作为本次整治行动的重点村。
同时，根据全区 2018 年广
佛跨界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部
署，将佛山涌、九江基涌、村头大
涌、西三涌、西四涌、郊边涌等水
质不达标内河涌周边区域作为
本次整治行动的重点区域，除排
查
“未批先建”
和
“未验先投”
建设
项目外，
还要严厉打击超标排污、
违规设置排污口、
私设暗管、
不正
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涉水
环境违法行为。
此外，根据全区产业现状，
结合全区家具行业大气污染防
治深化整治、
临街修车、
洗车店乱
象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部署，将家
具、石材、汽修、洗车等行业列为
本次整治行动的重点行业。其
中，家具行业深化整治由区环委
办牵头，
汽修、
洗车行业整治由区
城管办牵头。
(相关报道详见今日禅城02版）

综合整治行动要点
未批先建和未验先投的
建设项目、
“小散乱污”
企业
◎整治行动时间：

2018年6月起
开展整治行动
2018年7月底前
完成前期的摸底调查
2018年12月底前
完成综合整治项目的整治提
升或关停取缔
2019年3月底前
对整治提升工作进行“回头
看”
，
防止
“死灰复燃”

区环保部门表示：
对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行为处罚金额上不封顶

珠江时报

“该企业工艺简单，现场环
境恶劣，未配套治理设施，对周
边的环境影响较大，属于典型的
‘散乱污’
企业。
”
禅城区环保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相关环保法律
法规未修订之前，对这一类违法
行为的处罚力度较弱，起不到震
慑作用。随着 2015 年环境保护
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修订，处
罚的力度得到很大程度加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违反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
处罚金额与项目的投资额挂钩，
上不封顶。而违反环保“三同
时”制度则可能面临最高 100 万
“ 今天我们对这家企业
■昨日，
格宏泡沫回收厂负责人签收 80 余万元的违法排污处罚文书。 元罚款。
送达超过 80 万处罚金额的听证
告知书，是环保部门自禅城建区
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
80.57万元的罚款决定。
以来开出的最大金额的罚单。
保
“三同时”
制度，
根据《环境影响
昨日，在区环境执法人员宣
我们希望企业主守法经营，特别
评价》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读听证告知书的内容后，该企业
是在现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条例》及《佛山市环境保护局行
负责人当场签收了处罚文书，并
看’、市生态环境督察的关键时
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规定》的
表示，将配合环保部门积极进行
期，禅城环保部门一定会按照上
相关规定，区环保部门对其作出
整改。

电子版：www.nanhaitoday.com

金融大咖分享
产金协同发展经验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群飞）昨日，
禅城区金融产业促进会（以下简称禅
城金促会）举行经济金融论坛，
邀请金
融行业大咖现身说法，分享在新常态
下经济格局的变化，探讨经济、产业、
金融协同发展之道。
全国人大代表、禅城区金融产业
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广东中盈盛达融
资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列
进分享了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的体验和感受。他表示，随着国
家对普惠性金融、中小企业的进一步
重视，普惠性金融和中小企业在今年
将迎来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禅城是佛
山的中心城区，
金融业是禅城的优势，
金融稳、经济稳，金融火、经济火。”他
建议广大企业在专注发展的同时，也
要关注从国家到地方的相关政策，把
握发展机遇，构建既“亲”且“清”的新
型政商关系，
促进产业与金融融合，
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博鳌亚洲论
坛智库专家、中企资本联盟首席经济
学家黄峻，围绕“十九大”政策导向、
“十九大”与之前的政策对比、未来改
革的方向等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解
读了目前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指出
十九大之后金融监管及传统制造业的
变化趋势。
专业却不失幽默的论坛，吸引了
禅城金促会会员、行业协会等众多企
业家参与。禅城区金促会会长单位、
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行长郭思煜代表协
会表示，
作为产经融合的桥梁，
协会承
诺将继续围绕政府决策部署，不断优
化对会员单位的支持与服务。
禅城区财政局常务副局长、金融
办主任、
公资办副主任陈咏周表示，
目
前禅城核心金融机构有 200 家，全区
金融人才 5 万多人，为禅城经济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
“这次邀请行业大咖分
享知识，
就是区金促会发挥连接政府、
金融机构、企业三方的通道、桥梁、平
台、
学校作用。
”
据悉，
这是禅城金促会在去年 10
月成立以来举办的首场大型活动。

◎整治行动目标：

禅城重罚一典型
“散乱污”
企业
珠江时报讯（记者/谢轲 通
讯员/许桁 摄影报道）昨日，佛山
市禅城区环保局对禅城区格宏
泡沫回收厂送达听证告知书，对
该厂作出 80.57 万元的罚款决
定。这也是目前禅城区环保部
门开出的数额最大的一张罚单。
佛山市禅城区格宏泡沫回
收厂（简称
“泡沫回收厂”
）位于张
槎街道莲塘村，主要从事废旧物
资回收、加工。今年 4 月，
张槎环
境执法人员发现该泡沫回收厂
在未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并
于今年 3 月初投入废旧泡沫加工
生产。该厂未配套任何环境保
护治理设施，在加工废旧泡沫过
程中破碎、挤压工序产生废气、
粉尘未经任何收集处理，直接向
外环境排放。环境执法人员当
即责令其停止违法排污行为，并
传唤当事人作进一步调查。经
进一步调查，认定当事人涉嫌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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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区委区政府的有关要求，边
督边改，主动出击，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禅城区环保局副局
长冯凯鸿表示。
据了解，今年以来，区镇两
级环保部门进一步加大对环境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1月至5月
全区已开出处罚金额共300多万
元，
是去年同期的3倍。

》相关链接

环保
“三同时”
制度
指建设项目中防治污
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入使用。这个防治污染
的设施必须经过原审批环
评报告书的环保行政主管
部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
目才能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食安知识有奖问答
可抢百元红包大奖

珠江时报迅（记者/黄瑶 通讯员/
甄向华）参加有奖问答，
就有机会获得
一百元红包大奖！昨日，禅城区食药
监局在官方微信禅城食安上线“食品
安全知识有奖问答”
活动，
邀请广大市
民参与，助推佛山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
据了解，
佛山市于 2013 年 1 月在
省内率先启动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
设，2016 年 5 月成为第三批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试点。近年来，佛
山市以示范创建为抓手，着力解决与
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突出问题，
推动食品安全整体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本月中下旬，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创建试点中期绩效评估专家组将
来佛山进行实地考核评估，作为中心
城区，禅城以更高的标准，主动作为、
主动承担，
发挥主战场的作用，
积极做
好迎接评估准备工作。
为提高广大市民对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的知晓度和满意度，
从6
月 13 日到 6 月 19 日，
禅城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在官方微信禅城食安发起
“食品安全知识有奖问答”活动，邀请
广大市民参与，营造人人参与的“创
城”
氛围。
主办方介绍，
市民需先扫一扫，
识
别禅城食安二维码，
进入公众号，
然后
点击下面的有奖问答栏目，进入游戏
界面。活动一共有 7 道题目，需要答
对全部题目才能进行抽奖，获奖后需
填写相关信息。每个用户每天有 2 次
抽奖机会。另外，把活动链接分享给
微信好友或朋友圈，可增加 1 次有奖
机会（增加次数每日只限 1 次）。此
外，
禅城食安微信还推送了答题提示，
在科普食品安全知识的同时提高答题
准确率，
市民参与活动前可认真阅读。

扫码
一下
参与有奖问
答 抢百元
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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