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17 日， 由省委

宣传部主办， 南明区委宣传部、

南明区教育局、 共青团南明区

委、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明区分

公司共同承办的 “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我和

我的祖国·我给祖国写封信” 投

递仪式在南明区文化馆举行。

在当天的活动中，9 名代表分

别朗读了自己写给祖国的信，抒

发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美好祝福。

开展此次活动， 旨在号召大家拿

起笔来， 用最传统的方式向祖国

表白，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传播

者和践行者， 表达对祖国的赤子

情怀， 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

史性变革和伟大成就。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深入推进“我和我的祖

国”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8 月 28 日，省委宣传部在

筑城广场举行“我和我的祖国·

我给祖国写封信” 活动启动仪

式。 随后，南明区积极开展该项

活动， 共收到 2000 余封饱含爱

国情感的信件，这些信件将统一

寄到活动组委会，并在贵州省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大型成就展上公开展示。

（通讯员 曾权发 赵松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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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惊喜了，这么快就办好

了。 ” 9 月 12 日，在经开区政务

服务大厅的不动产 “集成套

餐” 服务窗口，41 岁的袁贵菊

20 多分钟便拿到了不动产登记

受理单。

过 去 办 事 经 常 需 要 反 复

跑、多处跑，如今办事少跑腿、

少费时， 对经开区深化 “放管

服” 改革、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取得的成效，袁贵菊深

有体会。

早在去年， 袁贵菊便陪母亲

在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过

不动产登记。“去年初办理时，要

分别跑政务服务中心、 税务局、

建设管理局三个部门，不光要到

处跑， 还要提交三套材料， 光是

审核环节就花了四天时间，个把

月才能拿到证。 ” 袁贵菊说。

为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经

开区按照上级部门深化 “放管

服” 改革的相关要求， 于去年 7

月印发了《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不动产一窗式服务工作实施方

案》，以“五个转化” 为抓手，在

全省率先推出不动产交易备案、

纳税、登记“集成套餐” 服务。

通过“五个转化” 推进“集

成套餐” 服务，经开区不动产登

记实现多门转化为一门，“多头

跑” 变“一门办” ；多窗转化为一

窗，“满厅跑” 变“一窗办” ；多网

转化为一网，“群众跑” 变“网上

办” ； 多套转化为一套，“重复

交” 变“一表办” ；多事转化为一

事，“分头跑” 变“一次办” 。

“现在太方便了。 ” 当天上

午 10 点 53 分，袁贵菊来到经开

区政务服务大厅， 并向不动产

“集成套餐” 服务窗口提交了一

份申请材料。 在这个窗口，分别

设有经开区不动产登记站、建设

管理局、税务局等部门工作人员

的岗位。

“房子是你单独的还是共有

的？ ” 经开区不动产登记站工作

人员向袁贵菊询问完相关信息

后，便开始审核资料。 紧接着，旁

边的建设管理局和税务局的工作

人员开始进行交易备案和核税等

环节。

“为解决以前数据不共享的

问题，今年 7 月，我们在不动产中

心系统上开设了端口， 涉及不动

产登记的相关部门都可以接入该

系统， 来完成相关资料的审核和

业务办理， 只要不动产登记站的

工作人员录入并核对好相关信息

后， 这些部门立刻便可以审核相

关资料。 ” 不动产集成套餐服务

站受理首席代表刘君琴说。

得益于这种多部门“合署办

公、信息共享、并联审批” 的工作

机制，当天 11 点 16 分，袁贵菊

便完成了不动产登记，拿到了来

自三个部门的不动产登记受理

单、完税证明、备案证明等三张

单子，整个现场办理过程仅用了

23 分钟。

完成登记后， 袁贵菊继续来

到 36 号 “政务服务邮政专递窗

口” 办理邮寄，在填完“证件代领

并寄递委托协议书” ，以及地址、

电话等收货信息后， 她便可以直

接回家坐等快递上门。 “证件拿

到当天就会寄出去。 ” 据邮政速

递驻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

员龙桥爱介绍， 省内外的邮寄不

用群众和企业出一分钱， 所有费

用全部由政府买单。

目前， 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

共设置了不动产 “集成套餐” 服

务综合受理窗口 16 个。通过持续

深化改革， 全区不动产登记办理

时间先从最初的 30 个工作日减

少到 15 个工作日，再到如今的 5

个工作日， 现场办理时间从以前

的 2 至 3 天缩短到如今的半个小

时内。 同时， 六个不动产交易登

记“集成套餐” 服务事项所需材

料， 由原来的 151 份精减到现在

的 51 份，精减近三分之二，实现

“一套资料、一表通办” 。

经开区推出的不动产“集成

套餐” 服务的模式，不仅得到辖

区企业和群众的好评， 还受到全

省多地政务服务中心的关注。 去

年以来，先后有赤水、长顺、罗甸

等县（市）以及贵阳多个区的政

务服务中心来到经开区“取经” 。

事实上， 不动产 “集成套

餐” ，只是经开区推出的“集成套

餐” 之一。为了全方位深化“放管

服” 改革，打通经济发展的“任督

二脉” ， 经开区按照一门一站服

务、 一表一套资料受理、 一窗一

网通办、一事一次办成“八个一”

模式，共开展了不动产“集成套

餐” 、企业开办“集成套餐” 、工

程建设项目 “集成套餐” 、 公交

“集成套餐” 四个类别的“集成

套餐” 服务。

其中， 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综合服务窗口， 推出了工程建设

项目“集成套餐” ，整合了建设管

理局、产业发展局、生态局、国土

局、 规划局、 消防和公安七个部

门的相关工作，设立“一站式” 窗

口，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先后

由原来的 355 个工作日， 缩短到

目前的 100 个工作日。 据现场工

作人员介绍， 今年年底预计将缩

短到 80 个工作日内。

为降低企业和群众办事成

本，政务服务大厅的邮寄，涉及工

商的刻制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 4 枚印章，

以及在政务服务大厅所需的资料

复印，均由政府买单。

经开区政务服务取得的成绩

有目共睹，在不久前举行的 2019

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营商

环境研讨会上，展示了 10 个《营

商环境省内外先进典型案例》，

经开区政务服务“八个一” 模式

作为贵阳市唯一案例入选。

“我们将继续深化 ‘八个

一’ 改革成果，将更多涉及群众

和企业的审批事项，按照‘八个

一’ 集成套餐式服务模式进一步

推进，通过高水平、高质量的政务

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

群众和企业的 满意 度 和获 得

感。 ” 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

任杨海舟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政务服务“集成套餐” 让群众“一次办”

———经开区深化“放管服” 改革高质高效服务群众和企业见闻

美好祝福送给祖国母亲

南明区举行“我和我的祖国·我给祖国写封信” 投递仪式

本报讯 “滴” 的一声，高新

区城管人员扫了扫一商户门前的

二维码，其“门前三包” 的信息就

全部显示在手机上。 这是 9 月 17

日发生在高新区街头的一幕。 目

前， 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 115

家沿街商户，全部实现“门前三

包” 二维码管理，解决以往的管

理难题。

据了解 ， 沿街商户流动性

大，对“门前三包” 的具体责任

认识不够清楚 。 为解决这类难

题，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将金阳科

技产业园 115 家沿街商户 “门

前三包” 信息全部统一录入系

统， 并通过辖区线上 “门前三

包” 管理系统生成二维码，将各

个商户对应的二维码一一发放，

实现沿街商户一店一码。 此后，

管理人员只要拿起手机，扫一下

商户门口张贴的二维码，商户责

任人以及“门前三包” 负责面积

等基本信息就一览无余，同时还

可以查阅巡检记录、评价记录等

内容。

“门前三包” 二维码管理模

式， 增强了辖区商户的自主管理

意识， 降低了执法成本， 开创了

“门前三包” 管理的新局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

沿街商户“门前三包”

实现“码上管理”

卖

遗失启事

贵州芯云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20900MA6H29BB9

6，法定代表人张琨，现

遗失公司财务专用章

一枚，法人印鉴章（张

琨）一枚，现声明作废。

贵 州 芯 云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 9 月 18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2019 年 9 月 17 日

遗失云岩区普天

社区服务中心安居居

民委员会在中国工商

银行贵阳马王庙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为 ：Z7010001379201，

账 号 为 ：

2402002029200068837，

特此声明作废。

云岩区普天社区服务

中心安居居民委员会

声明

2019年 9 月 18 日

贵州光亮家政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 公章、 法人

章、财务章，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20198MA6HWE4

D8G声明作废。

贵 州 光 亮 家 政

有 限 公 司

公 告

贵州渝黔道桥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对付健军诉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已作出裁决书 （筑劳人仲裁字 （2019）第

23号），因无法送达你单位，现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 20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 0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一、债权、债务范围:航空发动机叶片喷口

制造中心建设项目室外管线，航空发动机叶片

喷口制造中心室外工程中北区、生活区室外管

网及停车场两工程之未结清之债权、债务。

二、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天

内（2019年 09月 18日—2019年 11月 16日）

三、公司地点: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南

门关南舟路 75号。

四、登记方式:1、公司所在地登记。 2、发电

子扫描件登记。

五、登记凭据:

��������1、有效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有效债权，债务凭据（原件及复印件）。

联系人:程骏、崔玉龙

联系电话:18585295586、18984251583

��������QQ 邮箱:413324331@qq.com

��������公告日期:2019年 09月 18日

公司名称: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

债权债务公告

我公司承建的航空发动机叶片喷口制造中心建设项目室外管线， 航空发动机叶片喷

口制造中心室外工程中北区、生活区室外管网及停车场两工程已接近竣工验收阶段，为了

保障施工人员、材料供货商的合法权益，特此公告。 请与我公司有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

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登记确认，若超过登记期限，则视为放弃法律权利。 为了避免遗漏，

请及时来我公司登记确认。

（上接 1 版）

贵阳人深知， 拓展对外开

放的广度和深度， 发展更高层

次的开放型经济， 关键是要构

建对外开放大平台、 畅通对外

开放大通道。

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火车头”“发动机” ， 在借助

外力张开赶超双翼的同时，贵

阳全力强化平台打造， 高标准

推进高新区、经开区、综保区、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建设， 加快

形成“四轮驱动” 的开放新格

局，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

水平———

高新区突出科技创新驱动

区、高新产业集聚区、现代商务

服务区、人才特区“一体四区”

的战略定位， 充分运用中关村

的品牌、资源等，联合国内外高

校、机构、企业，推进科技研发、

技术交易、 科技金融、 孵化加

速、云数据“五大中心” 建设，

打造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软件与信息服

务业、光电产业“五大基地” 。

经开区按照 “园区高端

化” 的要求，推动工业化和信息

化深度融合、 工业化和城镇化

良性互动， 加快形成大数据产

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医药和

健康产业集群，2017 年成为全

省首个千亿级产业园区， 成为

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 “新引

擎” 、全省现代制造业和大数据

产业的重要“领跑者” 。

综保区积极用好用足各项

政策，推进与国内外发达经济体

在贸易、金融、科技、生态等领域

的合作与交流，努力打造“内陆

开放试验区、 科技创新先导区、

金融创新引领区、高端制造聚集

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 。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按照

“一核四区、内外双环、绿网融

城” 的整体空间布局，突出生态

特色、文化特色、科技特色，加

快发展临空核心产业、 临空关

联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高

端化、 国际化并富有航空指向

性和关联度的产业体系， 加快

建成特色鲜明、 富有活力的国

家级航空港经济区。

开放的程度， 决定发展的

速度；视野的宽度，决定发展的

格局。 随着“四轮驱动” 开放格

局的逐步构建， 大平台积蓄的

正能量日益催生出发展的强大

活力。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生态文

明贵阳会议升格为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数博会成为全球大

数据领域的盛会，在生态文明建

设和大数据发展两面国际化的

旗帜下，“爽爽贵阳” 和大数据

成为贵阳最为响亮的名片。

如今的贵阳， 已从一个信

息闭塞、 贫穷落后的西部欠发

达城市， 发展成为一个海纳百

川、 包容并蓄的内陆开放型城

市，开放大门越开越大，通向世

界的道路越来越宽， 迈向世界

的步伐越来越快———

开放通道加速拓展。截至目

前，贵阳已开通至洛杉矶、旧金

山、莫斯科、米兰、巴黎、墨尔本

6 条洲际航线，高铁直达香港。

开放平台不断做优。 中国

（贵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设立；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成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贵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国家循环

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贵阳综合

保税区跨境股权投资国家试点

工作取得突破，贵州双龙航空港

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

开放合作持续深化。 东

盟———贵州（贵阳）旅游文化

推广中心成立，中印 IT 产业集

聚区启动建设，瑞士（贵州）产

业示范园加快建设， 国际友好

交往城市达到 17 个。

开放红利加快释放。 去年，

贵阳进出口总额达到 34.94 亿

美元，增长 15.2%；实际利用外

资 15.89 亿美元，增长 18.1%；

新引进国内外 500 强企业 15

家，累计达到 113 家；新引进项

目实际到位资金 2218.67 亿

元，增长 35.4%。

……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

“一带一路” 建设将带来“陆港

复兴” 的重大历史机遇，给贵阳

这样的内陆城市拥抱世界、走

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

性机遇和战略性平台、载体。

风帆竞起正当时。 贵阳将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长

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

中高端消费和中高端制造为引

擎， 加快建设国家内陆开放型

经济试验区核心区， 形成具有

贵阳特色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

格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图为参加活动的学生代表把信件投入邮箱。

白云区举办秋季退役军人

就业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9 月 16 日， 白云区

举办 2019 年秋季退役军人就业

专场招聘会， 现场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30 余人达成意向性录

取协议。

活动当天，白云区 20 余家单

位企业进场提供 1000 余个岗位，

辖区退役军人及求职人员进场

咨询了解相关情况，招聘单位负

责人员耐心解答，并向退役军人

认真解读普惠性政策和公共服

务政策。 进场招聘的一家企业工

作人员表示，退役军人经过部队

的锻炼和培养，拥有良好的身体

素养、较高的政治觉悟、严明的

组织纪律，非常欢迎退役军人前

来应聘。

（张家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