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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园开埠区是汕头老城区的核心
地域和文化标志。 今年 7 月， 小公园开
埠区中山纪念亭街区、 西堤街区入选第
三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 保育活
化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已完成 。 接下来 ，
汕头市将积极发掘历史文化街区资源 ，
推动更多符合申报条件的片区申报省级
历史文化街区， 为更好地保护、 挖掘和
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奠定基础， 赓续
传承城市文脉。

惠企便民提升服务效能

举办“企业诉求我来办” 实践活动 ，
深化政企 “直通车 ”机制 ，优化营商环
境 ， 以及开展信访突出问题专项行动 ，

均被列入汕头市 2021 年十大重点民生
项目 。 其中 ，政企 “直通车 ”建立沟通机
制 ，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 ；搭建信息平
台 ，收集企业诉求 ；成立政企 “直通车 ”
工作专班 ， 对企业诉求收集 、 转办 、督
查、反馈全过程“闭环”管理。 截至 11 月
30 日 ，市政企 “直通车 ”平台已收集 、办
理企业诉求 138 件 ，市工作专班共发出
督办函 1 份、 转办函 140 份 ， 发出工作
专报 19 期 ，由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主
持政企 “直通车 ”工作会议 7 次 ，召开诉
求办理现场会、调度会 39 场次。 信访突
出问题专项行动排查 39 宗重点信访案
件列入专项活动化解攻坚 ， 截至 11 月
30 日，已化解 39 宗。

数字无言而有力。 截至 11 月 30 日，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暨“源头截污、雨污分
流”改造工程，除濠江区礐石街道红星社

区整体列入“三旧”改造暂缓实施雨污分
流系统建设外，汕头市已实施雨污分流的
自然村 1156 个， 累计铺设管道 14975.58
公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开展关爱残疾
人专项行动中 ， 汕头市本年度救助 219
人，已由各区(县)将补助资金发放到申请
人银行账户，救助金额 39.87 万元。 此外，
已为 5105 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
明手术， 为 1260 名有需求残疾人适配辅
助器具 2032 件。

接下来， 汕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上来， 不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将
办实事与开新局贯通起来， 全力以赴推
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取得更
大实效， 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不断提
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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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住建局深化“放管服”

建筑业：审批“零跑腿” 产值增七成

云浮“三落实”保障群众住有所安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洁、 通讯员赵
丽霞报道： 营商环境是城市的核心竞争
力。 近年来，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多措并举， 打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和
办事环境， 在建筑企业资质审批过程中，
全面实施 “电子证照”， 企业实现了 “零
跑腿”、 不见面审批， 进一步夯实惠州市
建筑业发展基础。 前三季度全市建筑业
总产值 262.88 亿元 ， 同比增长 70.9% ，
惠州市建筑业总产值增速领跑全省。

/ 创新模式 /
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为深化简政放权 ， 优化营商环境 ，
从 2018 年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相继将一批省级资质许可权限下放给地
市实施， 推进资质管理扁平化审批服务。
惠州市承接了 “建筑业企业特种工程专
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核准” 审批事项后，
制定了被委托事项的办事指南， 并向社
会公告， 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严把审核
关。 据统计， 今年以来， 惠州市共办理
57 宗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不分等级许
可事项， 通过网上办理， 发放电子证书，
不见面审批， 企业办事不跑腿， 办事效
率极大提高。

据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
介绍， 不仅是省级下放的资质许可事项

实行电子证书， 自 2019 年以来， 惠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
民化， 建筑企业资质审批全部实行网上
办理 ， 着力打造 “快办 、 严管 、 便民 、

公开” 的审批服务模式。
劳务资质不分等级以备案制取代审

批制， 按照以往流程， 此项审批前后需
1 个月时间 ， 如今最快 1 个工作日即可

拿到资质证书。 同时， 惠州市还实行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电子化， 通过电子化
管理和数据共享， 申请企业不需要到现
场递交材料和领取证书， 只要登录 “广
东建设信息网” 的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
服务系统， 在系统提交所办事项所需材
料后， 就能全程跟踪了解办理进度， 并
自行打印电子证书 ， 真正实现 “零跑
腿”。

/ 动态管理 /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深化 “放管服” 改革， 优化营商环
境， 不代表放松管理， 而是管理手段的
创新和变革。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 按照建筑
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强化事中事后的
监管， 每年都对建筑企业开展 “双随机”
动态核查 。 截至 2021 年 11 月 ， 惠州市
建筑业信用信息平台录入 3372 家建筑施
工企业和 440 家监理企业。 惠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每年组织开展动态核查 ，
定期或不定期核查企业人员社保及项目
人员在位情况， 抽查企业的市场履约行
为。

2019 年至 2020 年 ， 全市共开展 15
次建筑市场行为检查， 今年以来开展了
8 批次 “双随机 ” 动态抽查 ， 共抽查了
400 家企业 。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 下
发整改通知书责成相关企业限期整改 。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记入不良行为， 并
视具体情况按程序进行处理， 有效规范
建筑市场秩序。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表
示， 营商环境的优化改善， 进一步夯实
了惠州市建筑业发展的基础， 释放了市
场主体活力， 助力惠州市经济发展。 目
前， 全市建筑企业 2673 家， 其中施工总
承包一级资质企业 32 家， 二级资质企业
95 家 。 前 三 季 度 全 市 建 筑 业 总 产 值
262.88 亿元， 同比增长 70.9%， 惠州市建
筑业总产值增速领跑全省。

减资公告 广州集优快时尚服饰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MA59AK5F87） 股东会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来 2000 万元减资至
105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
不申报， 视为放弃权利， 本公司将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声明
陕西省三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北界河整治
工程已完工。 请有未结清债务和工资
的单位或个人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15
日内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 029-
86791099。

陕西省三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惠州市华信拓实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1302MA4WJPJC4C） 股 东 会 决
议， 注册资本由原来 3300 万元减资至
50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
不申报， 视为放弃权利， 本公司将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天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MA5CK0F1XN，
编号 ： S1112018012125G； 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810183785202； 遗失公章、 财务专
用章、 法人私章 （徐亮） 及预留银行
印鉴各一枚； 遗失支付密码器、 网银
k 宝， 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 实习生
宋秋贤， 通讯员马振硕报道： 今年以来，
云浮市住建局全力统筹推进保障性安居
工程各项建设任务， 不断完善保障住房
体系， 持续增强保障能力， 争取早日实
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 截至 10 月
底 ， 云浮市已提前完成省住建厅下达
992 套棚户区改造任务及 140 套公共租
赁住房新建任务， 超额完成 123 户租赁
补贴任务。

据了解， 为落实项目倒逼机制， 加
快项目进度， 云浮市住建局把工作目标
任务分解至各县 （市、 区）， 并明确目标
任务和工作措施， 压实属地责任。 同时，
建立台帐制度和工作完成情况上报制度，
明确每个项目的基本情况， 加强项目动
态管理和督促， 并要求所辖各地住建部
门按月通报当地住房保障工作完成情况，

由云浮市住建局统筹， 限期倒逼项目建
设进度。

在落实全过程监管、 抓工程质量方
面， 为把保障性住房建设成群众放心工
程、 宜居工程， 云浮市落实项目全过程
监管， 确保项目规范建设。 首先是把好
源头关， 在保障住房项目建设中严格遵
守工程招标投标、 施工图审查、 施工许
可、 质量监督、 竣工验收备案等基本建
设程序， 并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 招标
投标制、 质量分户验收等制度。 其次是
把好项目建设质量关， 严格规范日常管
理， 不定期派出检查组， 加强巡查， 多
次开展保障房工程质量安全专项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确保了云浮市保障
住房工程领域安全生产事故始终保持零
发生纪录。 最后是执行保障房建筑绿色
标准和推广新材料， 建设高品质保障性

住房。 云浮市以城北公租房项目为试点，
以点带面推行保障房绿色建筑， 积极推
广环保、 节能材料， 确保中低收入家庭
也能住上高品质住房。

此外， 为落实公开申请分配， 促进
分配公正， 云浮市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实
行 “三级审查、 三榜公示” 制度， 不断
完善住房保障与民政、 公安、 人力资源、
工商、 税务、 证券金融等部门的数据信
息共享机制， 严把住房保障准入关； 坚
持保障房配租 “公开摇珠选房 ” 制度 ，
把公开透明贯穿于保障房申请 、 分配 、
运营和后续管理的始终， 让每一个申请
者都能在阳光的操作中， 感受到公平公
正，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
福感、 安全感， 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真
正成为一项阳光工程、 惠民工程、 民心
工程。

前三季度惠州市建筑业总产值 262.88 亿元， 同比增长 70.9%， 增速领跑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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