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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滑清泉 周由

五月的华东大地夏花烂漫、生机盎
然，新时代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步伐
铿锵有力。5月 20日至 26日，肩负着
加快驻马店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历史使
命，肩负着960万天中父老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嘱托，驻马店市政府主要领导
及市直、县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远赴
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六市开展考察学
习活动。

是什么让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决定
开启此次综合考察学习活动？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
溪，不知地之厚也。在驻马店市委、市
政府看来，这次考察既是一次对标先
进、激发干劲之行，又是一次学经验、找
办法、转作风、提效能、抓落实之行，同
时也是一次思想的再动员、能力的再提
升、视野的再扩大。

近年来，驻马店经济社会发展呈现
出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
2015年—2017年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综合考核先进市，
2018年和今年一季度经济指标增速继
续保持全省第一方阵。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为推动全市高质量跨越发展实现
更大突破，必须以更新观念、更高标准、
更大干劲、更高要求来实现更大提升，
也必须向先进地区学习借鉴好经验、好
机制、好办法来实现更大转变。

经过一个时期的不懈努力，驻马店
的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高，先后成功
创建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2018年入围全国百强
地市，并跨入中国三线城市行列，实现
了城市竞争力的大跨越。目前，驻马店
正朝着打造中国一流地级市的目标迈
进，在此过程中，一些体制机制障碍还
有待破除，城市综合管理水平还有待提
升，如何借鉴先进地区的城市管理经
验，进一步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此次考察学习的目的之一。

在农业农村部、省委省政府的亲切
关怀和大力支持下，驻马店已经连续
21年举办中国农加工投洽会，通过办
会，驻马店经济开放度逐年上升，招商
引资效果逐年明显，泰国正大及河北君
乐宝、台湾徐福记、重庆恒都、山东鲁花
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落地。特
别是 2018年年初，中国（驻马店）国际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的成功落户，为驻马
店向更高层次开放发展提供了又一更
大平台。如何建设好、利用好这两大平
台，提升驻马店开放发展水平，助推驻
马店积极融入中部崛起进程，是此次考
察学习的目的之二。

驻马店地处淮河流域核心区，山水
奇秀、物产丰饶，既有南方城市的灵秀，
又有北方城市的厚重。随着淮河生态
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抓住这一
重大历史机遇，把高质量发展要求和绿
色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在驻马店1.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让

山川更加秀美、让湖水更加青碧、让空
气更加优良，是此次考察学习的目的之
三。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驻马店先后出
台了“加快产业强市30条”等关于提升
服务企业能力、推进产业发展的“1+5”
系列文件，在全省率先实行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把每月 15日设立为企业
服务日，精心打造“12345”政务服务热
线，率先成立“放管服”改革办公室，设
立企业服务效能督查科，强力推动“一
次办妥”改革等，驻马店优化营商环境
的举措获得广泛关注，也由此获得

“2018中国营商环境质量十佳城市”的
荣誉称号。先进地区的营商环境还有
哪些方面值得借鉴？如何让国务院“放
管服”改革真正落地生根，加快推动政
府职能转变？是此次考察学习的目的
之四。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带着对以上

问题的深深思索、带着对未来发展的美
好憧憬、带着对比赶超中的不安忐忑，
驻马店考察团通过实地查看、开展座
谈、走访交流等，对所到城市的建设与
管理、项目带动与融资、生态文明建设
成效、“放管服”改革情况、优化营商环
境措施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学
习，亲身感受先进地区的新发展理念、
新体制机制及干部作风焕发出的强大
力量。

精心 精致 精细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还要重“细节”

对一个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建
筑，而是规划。在江苏省宿迁市、徐州
市和浙江杭州市，驻马店考察团感受到
了城市规划和管理的价值。

围绕绿与城的融合，打造“没有围
墙的城市”；围绕水与城的融合，打造湖
滨城市；围绕酒与城的融合，打造“中国
酒都”；精雕细琢、内外兼修，构建开阔
舒展、和谐优美的城市空间……在江苏
省宿迁市，每到一处，无不给驻马店市
考察团每个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们主要是聚焦细节治理，精心
抓好城市管理。”宿迁市市长王昊坦言，
一直以来，宿迁坚持紧盯环境卫生、打
造最干净城市，坚持疏堵结合、打造最
有序城市，围绕群众需求、打造最便利
城市，紧扣审美视角、打造最清爽城市，
注重常态长效、打造最文明城市。

在徐州，该市积极创新了“一级监
督、二级指挥、三级管理、四级网络”数
字城管模式，发现和处置问题快捷有
力；运用“市民城管通”推进“百姓城
管”，大幅提升城市管理效能的做法，让
考察团成员产生了浓厚兴趣。“市容管
理容不得半点马虎松懈，路面灰尘每平
方米不得超过8克！”道路宽敞整洁、道
牙无一破损……实地考察中，对当地市
民给予该市城管局长“城市严管家”的
称号，考察团成员赞叹不已。

在杭州，为解决城管信息采集成本

高、不及时、漏报瞒报等问题，该市在全
国首创了信息采集市场化，通过向社会
购买服务，以“市民的眼光、专业的标
准”来发现问题。特别是他们“智慧城
管”中的“我来爆料”功能，将每位普通
市民变为城市管理员，市民通过这一模
块，以拍照、语音等方式对身边的问题
及时上报。问题上报后，数字城管系统
第一时间对问题核实派遣，而后 1300
余个市区级部门及街道、社区按责处置
问题，处置结果第一时间反馈至市民手
机上。

对比驻马店，在我省开展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建设中，全市大力改造老旧背
街小巷，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加强公民
道德建设，构建文明和谐环境，将城市
建设管理中的“历史欠账”逐一清还。
还完历史账，还要谋发展，这就要对标
先进，找准差距，奋起追赶。

“这些城市坚持精心规划、精致建
设、精细管理的‘三精’城市建管标准，
大力推进城市管理法治化、市场化、数
字化，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驻马店
市市长朱是西告诉记者，要把这些城市
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切实运用到
实际工作之中，加快推进驻马店智慧城
市建设，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工作水平。

有了好平台 更需好服务
招商引资要修“内功”做“实功”

说起驻马店，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展
会——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
谈会。目前，驻马店已成功举办了 21
届中国农加工投洽会，这是我国目前唯
一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题的 5A 级展
会，也是农业农村部在省辖市级举办的
唯一常态性“国字号”盛会。

中国农加工投洽会和国际农产品
加工产业园是驻马店两大重要发展平
台，如何利用好这两大平台，吸引更多
优质企业，通过大招商、大项目带来大
发展？从宿迁的格力大松到南京的苏
宁易购、先声药业，从杭州的海康威视、
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到台州的沃尔沃小
镇，一路走来，考察团对各地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的好做法非常关注。

“我们创新实施了‘168’招商机
制，持续开展招商引资百日攻坚活动，
去年全市达到开工条件的亿元以上项
目就有300多个。”在考察格力大松（宿
迁）生活电器项目时，听到该市负责同
志介绍后，考察团对宿迁市持续强化

“项目为王”理念，以及成立重大产业、
重点工程、民生实事三个工作组，坚定
不移推进项目建设而带来的显著变化
感触很深。

“项目建设除突出超前谋划、强化
项目编排外，还建立日巡查、周会办、月
通报、双月汇报、季度考核工机制。”考
察团成员对宿迁市以梯次接续、压茬推
进的态势和力度，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
的“堵点”和“痛点”，切实做好前期手
续、节点管理、序时管控等工作，确保项
目快建设、早达效的做法表示赞赏。

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
传承好文化原真性的同时，凸现文化展
示、艺术创作、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等功
能，重点引进一批体现南京传统特色的
商家及文旅业态商户，如德云社、金陵
戏坊、芥子园酒店、承香堂等，为整个街
区增添了活力和生机。考察团成员纷
纷表示，要认真吸取其做法，结合驻马
店实际，认真谋划一批历史文化旅游创
意类项目，努力推动文旅产业加快发
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如果说从2018年
再次跻身《财富》杂志全球财富 500强
榜单的苏宁易购，到填补多项国内空白
的新型药业集团先声药业，再到“全球
安防 50强”榜单中连年蝉联全球第一
的海康威视，无不是借助于科技的力量
快速壮大，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同行业中
的翘楚，那么杭州的玉皇山南基金小
镇、台州的沃尔沃小镇，无疑就是当地
产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实现高水平产
城融合的有效载体。

“不对标先进，很难看出差距。各
个城市虽然各有千秋、各有特点，但无
一例外都是围绕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
企业和项目，通过大项目带动大发展。”
驻马店市常务副市长金冬江表示，大家
全方位感受了各地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明显成效，思想深处受到极大震撼。

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
呵护生态就是呵护民生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加大
生态环保力度，驻马店考察团这次考
察，和华东六市碰撞出了不少火花。

从闹市中的脏乱差到生态秀美的
自然景观、城市文化展厅，短短几年间，
徐州市的云龙湖、回龙窝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巨变，一个一跃而成为国家 5A级
风景区，一个变身城市名片。

为实施云龙湖综合改造工程，徐州
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先后投资150多
亿元，沿湖拆迁面积 200多万平方米，
突出山、石、水、树的有机结合，充分展
现了“满山乱石如群羊、一座青山半入
城”的自然美景，原来的城中村、棚户
区、旧厂房，变成了飞花溅玉的瀑布和
静谧悠远的水杉长廊。

徐州市还有序实施采煤塌陷区和
工矿废弃地综合治理，积极参与江淮生
态大走廊建设，持续推进污染治理、绿
化造林和园林景观建设，由“一城煤灰
半城土”变成了“一城青山半城湖”，获
评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中国人居环境
奖，并以全球唯一城市获奖者摘取“联
合国人居奖”桂冠。

在厦门筼筜湖，考察团品赏秀丽风
光的同时，详细了解了筼筜湖综合治理
经验。与如今生态优美、空气清新的筼
筜湖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末，筼筜湖
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湖水
发黑发臭、蚊蝇滋生，飞禽、鱼虾几近绝
迹，是环境恶劣的臭水湖。

“此后，市委、市政府依据依法治
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
化环境的20字方针，以治好筼筜湖、保
护西海域为目标开始做起。”厦门市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说，“30多年时间里，
筼筜湖共开展 4 期综合整治，先后关
停、搬迁数十家重点污染企业，修建污
水厂和实施环湖截污等工程，基本实现
了‘晴天污水不入湖’的目标，如今的筼
筜湖已成为厦门的美丽厅堂、亮丽名
片。”

“驻马店宿鸭湖清淤扩容也可以借
鉴他们的成功经验。”考察归来不到一
周，朱是西就赶赴宿鸭湖清淤扩容工程
现场，认真查看工程推进情况。他说，
作为国家“十三五”规划大型水库清淤
试点项目、全省“四水同治”战略十大重
点水利工程，宿鸭湖清淤扩容受到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这不
仅是一项水利工程，也是一项民心工
程，关系到驻马店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
发展，我们不仅要擦亮宿鸭湖这张“人
工洞庭”的亮丽名片，更要把它打造成
为驻马店乃至河南省的生态名片、样板
工程。

驻马店还加大面源污染治理力度，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零增
长行动，推进厕所革命和畜禽粪污治
理，在农村建设生态沟渠、污水净化塘、
地表径流积蓄池等，净化农田排水及地
表径流，按照“四美乡村”的要求，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与此同时，驻马店以“山水田园、生
态宜居”为目标，形成山水相依、水文共
荣、人水和谐的水生态文明城市，着力
打造开源河生态水系景观、小清河生态
水系、练江河生态水系、云梦湖生态水
系，让居民享受到水清岸绿的生态景
观。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植
绿、护绿、爱绿、兴绿理念已深深融入驻
马店和华东六市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在驻马店市副市长贾迎战看来，生态环
境建设方面，驻马店和华东六市有不少

“共同语言”。

甘当“店小二”服务“不打烊”
“放管服”力度要更大

都说绵软如锦的杭州，适合醉听箫
鼓、吟赏烟霞的休闲养老，靠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延揽游客。但在驻马店考察
团成员的眼中，杭州就是全球最亮眼的
移动支付之城。

创新要素的集聚，得益于杭州优良
的营商环境，杭州先后实施行政审批制
度、行政管理体制、要素市场化配置、商
事制度等系列改革，为转型升级提供体
制机制保障。

不动产登记60分钟领证、便民服务
周末不打烊、打造15分钟办事圈……杭
州市把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打造

“移动办事之城”作为重中之重工作倾
力打造。行政服务中心、市民之家、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一家两中心”，是杭州

市政务服务的第一窗口，是杭州市委、
市政府政务服务的第一窗口，目前进驻
73家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设置窗口
276个，可办理各类审批服务事项 991
项。

“服务项目就是服务自己，服务企
业就是服务发展！”徐州市响亮地提出
这一理念，全方位、零距离、心贴心搞好
服务，有力推动了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不讲不能办、只讲怎么办，以‘店小二’
式服务打造全国一流营商环境。”考察
中，徐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该市经
开区是江苏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改革
试点，在率先完成多证合一、多评合一、
多规合一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测合
一、多审合一、多验合一，实现申请即审
批、注册即开业、拿地即开工、竣工即验
收、委托即代办，为项目建设提供了
101%服务，打响了经开区行政审批

“2330”品牌。
在台州市行政服务大厅，“践行‘妈

妈式’服务理念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的醒目标语催人奋进。“我们对待企
业的事儿，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事一样。”
面对考察团成员，台州市委书记陈奕君
兴致盎然地说，台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作
为国家级行政审批服务标准化试点，在
全省率先试行了“受办”分离改革，打造

“前台由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受理、后台
分类审批、综合窗口统一出件”政务服
务模式，此创新经验做法入编了浙江省
《无差别全科受理工作指南》，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年获评浙江省“最
多跑一次”改革先进集体。

厦门市则按照国家营商环境评价
体系，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实
施“35证合一”，“一趟不用跑、最多跑
一趟”，从网上办到掌上办，特别是在全
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方面走
在了全国前列，首创“五个一”项目审批
管理体系被国务院作为统一标准在全
国推广；综合信用指数在 36个省会及
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二，营商环境经国
家发改委评定居全国试点城市第二。

“‘放管服’改革是涉及理念、体制
机制、工作方式的深刻变革。实践证
明，哪里的‘放管服’改革搞得好、哪里
的营商环境改善得快，哪里的市场活
力就强、发展势头就好。”朱是西对此
感受很深，他说，驻马店的“放管服”改
革还需要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坚决改
变“两头受理”和“体外循环”现象，不
能只停留在具体的措施和技术层面，
要花大力气深化体制机制变革，真正
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释放市场活
力和创造力。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理念
很超前。考察贵在学以致用，重在高
质高效抓好落实。”7天时间，考察团对
三省六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创新
求变的魄力和思路、锐意进取的激情
和干劲、真抓实干的精神和毅力，感悟
深切、体味深刻，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
到的新理念和新思路融合到实际工作
中，真正让六市经验在驻马店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对标先进找差距 学以致用抓落实

这次考察 为驻马店悄悄打开“一扇窗”
——驻马店市考察团赴三省六市考察学习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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