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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定于明年 1 月 24 日召开

6 部门负责人上台接受“考问”

问题倒逼我市“三办”改革拓展

本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朱
博）29 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记者郑汝可

29 日晚，我市第 10 次全市拼搏赶超
交流会召开，这既是一次经验交流，更是
一场现场督办。会议首次增设“提问回答”
式发言，由市委市政府根据企业和群众对
“三办”改革的意见建议出题，有关责任部
门现场作答，以此倒逼“三办”改革抓紧抓
实抓落地。
重塑为民办事体制机制， 坚决根治
“新衙门作风”，不是一句空话。 今年 2 月
以来，我市坚持每月召开一次拼搏赶超交
流会，每次突出一个主题，开短会、讲经
验、谈问题——
—既有“先进引领”，也有“后
进表态”， 真正营造出一种“互学互看互
比、创业创新创优”的浓厚氛围，把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勾画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
成现实。
29 日会上，市发改委、市交委、市国
土规划局、市城建委、市网信办、市水务
局 6 个部门负责人上台接受“考问”。
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到， 打 造 党 政
机关服务最优城市，“刀口向下”“动自
己的奶酪”，市委 市政府绝不手软。 机
构集中力度不够、流程再造强度不够、
信息共享深度不够……这些难题，正在
逐一破解。

市发改委：
将对各区各部门
统一审批平台使用进行督办

市发改委行政审批的审核环节没有
集中到行政审批处 ， 仍保留在原业务处
室 ，存在 “前店后厂 ”现象 。 市发改委打算
何时将审批环节集中 ？
市发改委回答： 截至 2017 年 11 月，
市发改委入驻市民之家审批事项共办理
349 件，主要承担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竣工验收审
批等四个环节，项目审批跨度大，业务范
围广。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审批流程，
帮助项目单位依法依规尽快开工、 建成
使用。

目前 ， 投资审批网上联审平台与 “ 云
端武汉 ” 政务服务 “ 一张网 ” 衔接不畅 ， 下
一步如何实现这两张网的无缝对接 ？

市发改委回答：“云端武汉”与投资项
目在线审批平台的衔接属于技术层面的
问题。湖北省在线审批平台为全省统一平
台，各区、各部门应主动与此对接，不应再
自行开发使用审批系统。
目前我市在线审批平台应用情况不
理想，除发改部门外，其他部门使用这个
平台较少，建议各区、各部门高度重视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平台的应用，市发改委将
会同市审改办、政务办对各区、各部门在
线审批平台的使用进行督办。

市交委：
将尽快集中后台审验人员
到市民之家办公

市交委审批事项未集中交由行政审
批处行使 ， 部分审批事项目前仍由运管
处 、客管处等委属事业单位分散审批 。 下
一步如何结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实现审
批事项全集中 ？
市交委回答：目前市交委“三办”所
涉及的改革方案已经形成，正在报批。 下
一步尽快将各行业管理单位后台审验人
员集中到市民之家办公； 单设行政审批
处，承担交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
批事务综合协调等行政审批职责； 成立
审验中心， 有机整合交通行政审批各环
节。

市国土规划局：
明年办好个人不动产证
“
最多跑一次”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 ，市国土规划局牵
头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基础平台 ， 实现不
动产交易、登记等相关信息互通共享。 但目
前交易和登记环节信息共享不充分 ， 并未
实现“一网受理、一窗办结”。 下一步将如何
牵头促进交易和登记环节信息深度融合？
市国土规划局回答：目前，全市累计
颁发不动产权证书、证明已突破 200 万份，
日均受理 3500 件，办结率 100％。 下一步，
市国土规划局将大力推广刷脸打证等自助
服务， 促进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 提速增
效； 加快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前的历史登
记数据清理整合，2018 年上半年完成 386
万条历史房屋登记数据清理；继续深化
“
互
联网＋不动产登记”服务，2018 年 ３ 月底之
前， 个人办证事项都可网上办， 让老百姓
“
最多跑一次”就能把证办好。

市城建委：
下一步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将再提速

案》，政府审批工作时间由 57 个工作日缩
减为 25 个工作日，提速 56%。 由于相关
公示、招投标及中介咨询服务还需较长时
间，下一步，将进一步协调相关专业主管
部门继续深化和优化。

市网信办：
将鼓励政企开展数据合作

目前 ， 部门信息共享不够 ， 信息 “ 孤
岛 ”问题突出 ，各部门沉淀了大量的数据 ，
但 “数据大 ”未能有效转化为 “大数据 ”。 如
何解决这两个突出问题 ？
市网信办回答： 目前我市共有 42 个
单位和部门通过
“
云端武汉”统一平台共享
交换数据信息， 日均支持市民跨部门办事
6000 多人次， 平均每天超过 15 万次数据
交换服务。下一步，将推动拥有海量数据的
部门转变观念，主动开展
“
大数据”利用；结
合
“
三办”建设好市级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鼓励政企开展数据合作，更快发展大数
据及相关产业；加强数据安全管理。

市水务局：
探索联合监督执法新路子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仍然存在耗时较长
的问题，影响项目落地。 围绕打通投资审批
绿色通道， 下一步市城建委就推进工程建
设项目联合审图 、联合踏勘 、联合测绘 、联
合验收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
市城建委回答： 在建设审批耗时方
面，涉及市城建委的审批事项主要是前期
审批、施工许可审批。 今年 8 月先后出台
了《城建项目前期审批办法》和《市级建设
工程项目施工许可阶段并联审批实施方

目前 ，市水务局下放了供水执法管理
和工程监管执法等事项 ，但是执法队伍没
有相应下放 ， 区级相关专业执法力量不
够 、能力不足 。 此问题如何解决 ？
市水务局回答：下一步，将推动建立
清晰的责任体系，督促各区配齐力量，履行
法定职责；进一步加大业务、技术培训，通
过联合监督执法，以案代训，提高各区人员
实际监管执法能力；探索
“
政企联动”
“
部门
联动”“市区联动”，推行跨区互检、飞行抽
检等方式，闯出工程监管执法的新路子。

第 31 次会议决定，湖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在武汉召开。
根据决定， 建议会议的主要
议程是：听取和审查湖北省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湖北省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与 2018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湖北省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 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 2017 年省
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 2018 年
省级预算；听取和审查湖北省第十

168 人成为新一届执法监督员
本报讯（记者 耿珊珊 通讯员
陈晓军）29 日， 我市召开第五届
政法机关执法监督员聘任大会，
168 人成为新一届执法监督员。
据介绍， 新一届执法监督员
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青妇等
社会各界中选聘而出。他们将参加
双月座谈会、专题座谈会、涉法涉
诉信访听证、重大案件开庭审理旁
听等活动，依法对全市公安、检察、
审判、司法行政等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开展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近 5 年， 全市政法机关共收
到执法监督员意见 （建议）458

第二批进驻 3 家市属国有企业
巡察组分别进驻武汉新港建设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商贸国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武汉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 3 家市
属国有企业并召开动员会， 本轮巡察 10
家国有企业全部进驻完毕。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委巡
察办主任刘生华，市委第二巡察组组长张
敏，市委第五巡察组组长许国胜，以及市
委巡察办、 市委巡察组相关领导同志，市
国资委、市文资办有关分管领导出席各单
位巡察工作动员会，被巡察单位党委主要
负责人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动员会指出，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 发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动
员令，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

了方向。 市委着眼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发
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深化政治巡察，
明确一届任期内巡察全覆盖目标。国有企
业是市委实现全覆盖巡察目标的重要板
块，要通过开展国企巡察彰显巡察监督无
禁区、 全面从严治党无例外的坚决态度，
进一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动员会强调，本轮巡察要对标党的十
九大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 着力查找我市国有企业在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弱化、淡化、
虚化、边缘化等突出问题，着力发现全面从
严治党不力、管党治党宽松软、党风廉政风
险突出等长期影响国企发展的各类问题。
动员会要求，被巡察单位要准确理解
政治巡察的作用，端正态度、打消顾虑，把
接受巡察监督当成党内政治体检、作风综

合会诊、精神集中补钙、思想深刻警醒的
过程，善于借助巡察的组织力量，把该讲
的要求讲到位、该抓的工作抓到位，取得
政治效果、经济和社会效果、制度效果，推
动巡察整改成果落地生根，为企业深化改
革、转型升级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动员会上，市委巡察组公布了巡察期
间的来信来电来访方式。 巡察期间，巡察
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及
成员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
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选人用
人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对其他不属于巡
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
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武汉新港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华表示，要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深刻认识开展巡察工作
的重大意义；要自觉做到讲规矩、守纪律，

把接受巡察监督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要以巡察整改为契机，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厘清发展思路，加
强自身建设，强化改革创新。
武汉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郁宝表示，要坚决强化政治
意识，严肃认真对待巡察工作；要坚决强
化纪律意识，把配合做好巡察工作作为集
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抓手；
要坚决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全面整
改，真正把巡察整改成果转化为促进集团
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武汉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朱向梅表示，要端正态度、统一思想，
自觉接受巡察监督；要精心组织、全力配
合， 确保巡察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要
直面问题、全面整改，坚持不回避、不护
短、不手软。

十三届市委第三轮巡察第二批进驻情况一览表
组别

市委
第二
巡察组

市委
第五
巡察组

被巡察单位
武汉商贸国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
武汉新港建设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市委巡察组负责人

组 长：张 敏
副组长：张裕平
胡 艺

组 长：许国胜
副组长：邬中华
周江洪

驻点巡察时间

接访地点

11 月 28 日开始
50 天左右时间

解放大道 1127 号富商大厦武汉商贸
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 楼

电子邮箱

whswxcz002@163.com
11 月 28 日开始
50 天左右时间

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武汉出版集团公
司五楼 1501 室

11 月 27 日开始
50 天左右时间

东西湖区常青北路 240 号附 2 新港投
集团办公楼 2 楼 205 室

whswxcz05@163.com

学懂弄通为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联系信箱

武汉市
14506
邮政信箱

武汉市
15503
邮政信箱

联系电话
18986053370

17702758185

15871824153

黎云

阵。 2016 年汽车滚装运输吞吐量达 65
万辆，成为全国第三、内河最大的汽车物
流集散分拨中心。
今年以来，武汉新港空港综保区实现
区港联动，6 月初如期通过国家十部委验
收，武汉阳逻港国家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同
月顺利通过国家验收；8 月 8 日， 武汉新
港空港综合保税区正式开园投入运营，9
月 30 日， 武汉新港阳逻港进口肉类指定
口岸顺利完成进口肉类产品首票入境工
作，武汉新港阳逻港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及
查验场正式运营；武汉电子口岸公司今年
3 月挂牌，贸易便利化基础平台——
—武汉
电子口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项目加快
建设，目前已与武汉海关及宜昌、襄阳、十
堰、 黄石、 荆州等分关实现业务对接；11
月 5 日第一艘近洋直航外籍船舶，从阳逻
港出发直达日本。

胡亚波从十九大的鲜明主
题、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重
大政治论断、 新时代党的历史使
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五个方面，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解读，
要求领导干部全面把握报告提出
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方略，将十九
大精神学通， 将新思想作为指导
新实践的利器。 要围绕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产城融合，主动作为，勇
于担当，推动各项工作开展。

市领导进社区宣讲十九大精神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武汉
本报讯（记者 刘智宇 通讯员
杨槐柳）27 日，市委常委、市公安
局局长李义龙走进江汉区汽运社
区， 向社区居民宣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
江汉区汽运社区是“万名警
察进社区” 活动中李义龙对口联
系的社区。 当天， 百余名社区群
众来到现场倾听宣讲。围绕“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平安武
汉建设新局面”这一主题，宣讲活

动阐述了新时代武汉平安建设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据悉，为深化
平安建设， 武汉市公安局将出台
十条举措， 努力让市民群众更平
安、更满意。
李义龙指出， 贯彻落实十九
大精神，重中之重是务实落实。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
益增长， 平安武汉建设面临的形
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密集。

开出全市最高年薪 300 万元
本报讯（记者 章鸽 实习生 艾
晨光 严莹莹）29 日，武汉市“百
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大
型校园巡回招聘活动第七站，在
华中农业大学体育馆举行。 全市
149 家企事业单位现场提供 4507
个职位， 最高达 300 万元年薪的
系列高薪优岗受到 5000 余名学
子热切关注。
作为本 场 招 聘 会 的 承 办 方
之一， 黄陂区正处于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进行时， 对高端人才
极度渴求。 招聘会上，卓尔、东

航、国航、周大福、仟吉等多家
知名企业吸引了大量学生的关
注。 招聘岗位中，年薪在 10 万
元以上的岗位有 690 个， 占发
布岗位的 60%左右； 年 薪 在 50
万元以上的岗位有 48 个，年薪
在 100 万 元 以 上 的 岗 位 有 4
个。 其中卓尔集团提供的电商
CEO 岗位为本次招聘活动全市
最高薪资水平， 年薪达到了
300 万元。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洪春
出席活动。

市政协开展议政性协商

单月箱量首次突破 13 万标箱
汪文汉

唐景淇

校园巡回招聘活动第七站走进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新港提前完成全年集装箱吞吐量
本报讯（记者
通讯员
）29
日下午 4 时，在阳逻港一期，武汉国际集
装箱公司将 420 个集装箱吊上集卡拖运
到码头，由岸桥平稳地安放在“天益 008”
轮船上，宣告今年武汉新港集装箱吞吐量
达到 122.64 万标箱， 提前一个月全面完
成年度 120 万标箱的目标任务。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 11 月完成 13.03
万标箱， 单月集装箱量首次突破 13 万标
箱，再创历史新高。
2011 年初， 武汉新港货运吞吐量突
破亿吨不久， 集装箱吞吐量仅 65 万标
箱，“江海直达” 航线刚刚复航。 近几年
来， 武汉长江航运中心建设获得突飞猛
进发展，集装箱量吞吐量一路高歌。 2014
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百万标箱，
2016 年完成 113 万标箱，成为长江中上
游第一大港， 跻身世界内河港口第一方

条，采纳 373 条，采纳率 81.4%，
通过有效监督， 及时纠正了政法
机关执法办案中的偏差， 解决了
一些执法不公、不严的问题。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曹裕
江表示， 要进一步提高执法监督
员制度的思想认识， 提高执法监
督员工作的组织领导， 推动执法
监督员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委常委、 市公安局局长李
义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艳，
市政协副主席干小明， 市法院院
长王晨， 市检察院检察长孙光骏
出席会议。

市领导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见习记者
通
）25 日，市委常
讯员
委、武汉开发区工委书记、汉南区
委书记胡亚波为武汉开发区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
中轮训班作专题辅导报告。
当前， 武汉开发区正瞄准打
造全球知名“车都”，坚持稳中求
进， 坚持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战
略。胡亚波表示，党的十九大精神
对指导武汉和开发区下一步实践
具有现实意义。

十三届市委第三轮巡察进驻完毕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听取和审查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查湖北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湖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 选举湖北省省长、
副省长；选举湖北省监察委员会主
任； 选举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 选举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选举湖北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过关于设立
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
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及各专门委员
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
人选；其他。

我市召开第五届政法机关执法监督员聘任大会

陈鹏飞 梁爽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陶涛 吴琳
王振）29 日从市委巡察办获悉，市委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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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政策加快民营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蒋太旭 通讯员
胡桂林）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民营

在阳逻港一期，正在吊装集装箱

通讯员贾波 摄

经济市场主体首次突破 100 万
户，占市场主体总数的 96％。 29
日，市政协召开协商座谈会，就如
何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 加快民
营经济发展开展议政性协商。
与会市政协委员实地视察了
市经信委中小企业服务大厅，了
解为民营企业开展服务的情况。
市经信委负责人通报了全市民
营经济发展及我市《关于突破性
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 （试
行）》等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9 位
市政协委员发言，针对我市民营
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
题，提出进一步做好对民营企业

的政策信息服务等一系列意见
建议。 市政府相关职能负责人就
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
互动交流发言。
市政协副主席梁鸣与会并讲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