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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部署环保整治工作

中央环保督察

重拳整治散乱污企业和河涌污染
本报讯（记者 肖昆华）6 月 11 日晚，
我区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中央第五环保
督察组对广东开展环保督察“回头看”
工作部署，加快推进“散乱污”企业和河
涌整治工作。市委常委、黄埔区委广州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周亚伟主持会议。
区领导陈建荣、严志明、黄东、冯志生参
加会议。
会上，区环保局、水务局分别汇报

了老黄埔片区“散乱污”污染企业的清
理整治工作、河涌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及
下一步工作思路。区纪委监察委、开发
区纪工委、公安分局、城管局、安全监管
局就“散乱污”污染企业的清理整治作
表态发言。
周亚伟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
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
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他强调，要把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领
导干部要以保护生态为己任，把该担
的责任担起来，把该尽的义务尽到位，
让绿色成为我区“主打色”。要追本溯
源，重拳整治“散乱污”企业。打好碧
水攻坚战是重中之重，要采取强有力
的措施整治“散乱污”企业，狠抓河涌
范围的违建拆除工作，大力整顿低端
物流仓储，倡导居民培育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今年我区启动整治重点河涌
14 条，其中年底前消除水体黑臭问题 8
条。压实责任，确保整顿不挂空挡不
留死角。底数清，全面核查梳理“散乱
污”企业，各类情况了然于胸；动作快，
多部门协调联动，相互配合，形成强大
合力；形成经验，好的做法要及时总结
提炼，加快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黄埔
经验。

五项措施加码迎接
“回头看”检查

狠抓落实 交办案件立即办理
本报讯 近期，我区采取 5 项措施， “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
二是加强组织协调，全面压实责
全力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迎检
工作，各单位积极行动，狠抓工作落实， 任。我区印发了“迎接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回头看’工作方案”的通知，成立了
全力解决突出环保问题。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工作责任
区协调联络组，由区委、党工委、区政
府、管委会主要领导分别担任组长和第
感、使命感、紧迫感。自 6 月 5 日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启动以来，周亚伟
一副组长；各相关部门、镇街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为成员，落实环保“党政同责、
书记先后主持召开 5 次专题会议，研究
我区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有关工作， 一岗双责”。下设综合协调组、资料文
件组、交办案件落实组、宣传舆情组、后
听取迎接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进展
情况汇报，就做好相关工作提出明确要
勤保障组、安保维稳组、专项督察对接
组、责任追究组 8 个专项工作组，建立
求：认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
时传达省、市“回头看”动员会会议精
案件快速流转反馈机制和高效协同处
神，狠抓工作落实；始终把握问题导向， 理机制，明确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是
抓好整改落实，对交办案件立行立改；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对
落实生态环境主体责任，党政同责，一
本单位负责的整改工作负全责。
岗双责；严格落实环保督察整改要求，
三是区主要领导一线督导，扎实抓
好整改任务落实。周亚伟书记带队督
防止“一刀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
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彻底完成辖区
导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重点案

件整改落实情况。周亚伟书记、陈小华
区长现场调研宏信塑胶工业公司、广州
融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调研废气扰民
问题，保利罗兰小区投诉北二环噪声扰
民问题，要求宏仁集团相关企业要加快
落实产能转移，推动彻底解决废气扰民
问题；要求保利罗兰小区建设单位强化
文明施工措施，尽快完成隔声屏安装。
强调各有关街道要加强与居民的沟通、
宣传，并到一线督导河涌整治工作，先
后实地检查了深涌、三戽涌、沙步涌、沙
涌、永和河等河涌治理情况，提出河涌
污染“症状在河中、根源在岸上”，应当
要把河涌整治和“散乱污”企业清退整
改、城中村更新改造等工作结合起来，
壮士断腕、标本兼治，坚决消灭城市黑
臭水体，真正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
翔浅底的景象。
四是做好交办案件办理，解决存在

九龙镇部署迎检
本报讯 6 月 11 日，九龙镇召开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迎检工作动员会，区委常委、九
龙镇党委书记黄晓峰主持会议，强调要“以人
民的名义”治理好村庄环境，要求进一步加强
镇村生态环境治理，严惩违法行为，做好宣传
发动，做到分类处理、循序渐进、力求实效。
黄晓峰指出了当前九龙镇村庄、企业、工
地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工
业园区企业污染问题，
“ 散小乱”养殖场清拆
管理问题，村庄垃圾清运问题，工地扬尘、余
泥撒漏问题等，并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九龙镇迎检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本报讯 我区又出大招了，政府投资项
目审批将实现再提速！投资项目审批再提
速 37.5%，
立项到施工仅需 75 个工作日。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放管服”制度性改
革，我区制定实施了《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
发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前期审批流程再优
化方案》。从前一轮优化后的 120-148 个工
作日进一步压减为 90-106 个工作日，压减
幅度达 25%以上，扣除设计、施工招标法定
时间 55 天外，其余审批时间仅 35-51 天。
下一阶段待区施工承包商预选库产生后，审
批时限可压减为 75-96 个工作日，压减幅度
达 37.5%。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审批实现了程
序最简、时间最短，
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将审批阶段由 10 个整合为 6 个
政府投资基建工程项目法定审批环节
较多，流程相对复杂。在本次优化方案中，
我区将进一步精简优化审批环节，对多个审
批阶段进行再梳理，仅保留前期审批必须的
主流程，将可以在同一阶段办理的事项归
类，相应审批阶段进行调整合并，将前一轮
优化方案中的“10 个审批阶段”整合为“立
项储备”、
“立项审批及设计招标阶段”、
“修
详规（方案设计）审查阶段”、
“初步设计审查
阶段”、
“概预算审批及施工招标阶段”及“施
工许可审批阶段”6 个阶段。审批阶段的大
幅压减为具体事项“并联审批”、
“合并办理”
打下基础。
审批流程再优化后，项目领证落地的效
率大大提高。以目前正在推进的开放大道
为例，开放大道前期综合研究项目、开放大
道南（石化南路、文船路段）建设工程、开放

的突出环境问题。6 月 11 日晚，周亚伟
书记、陈小华区长分别主持召开研究落
实中央环保督导组和市委任学锋书记
有关环境治理指示精神会议，听取原黄
埔片、原萝岗片“散乱污”污染企业清理
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布置下一
步工作。区领导严志明带队对福润公
司、楚航化工等企业开展了固废专项检
查，督促企业落实危废贮存点、危废标
识牌等规范化管理。区环保局组织对
宏信、宏仁、宏昌、福润制罐、洛科威、楚
航化工、广州本田等交办案件涉及企业
和中泰天境小区、中海誉城小区、保利
罗兰国际小区进行了现场检查和监
测。目前，相关案件正在办理和整理汇
总中。
五是做好督察组调阅资料的报送，
如实上报告我区的相关工作情况。
（环保局）

城管局落实整改

黄晓峰指出，区委、区政府在九龙镇环境
整治工作的投入力度大，九龙镇要积极响应，
积极做出贡献。特别是今年要重点做好加快
推动金龙工业园企业清退工作，完成三个污
水处理“一体化”设施建设，以及推进平岗河
沿线环境整治提升等工作。目前九龙镇对各
村、社区下拨了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专项经费，
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指引，各村、社区要积极主
动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将环境治理要求
写进“村规民约”，做好引导和发动，让保护环
境成为全村民众的自发行为，
人人参与进来。
（通讯员 杨华琦）

本报讯 6 月 11 日上午，副区长冯志生在区城管局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落实中央环保督导组和市委书记任学锋有关环境
治理指示精神会议。城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冯志生传达了任学锋书记关于环境治理的指示精
神，并进行逐个研究，提出解决对策。会议明确，要加强违法建
设的源头管控，加大拆违力度，研究制定宅基地征拆补偿标准，
加强保洁、及时清理，对余泥污染的路面要先清理、再清洗，减
少对河涌水体的污染。同时，延长垃圾收运作业时间，提高保
洁标准，组织街镇、社区开展大清洁行动，用良好的市容环境迎
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
（通讯员 刘士启）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纪律规定（试行）》
及监督举报方式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安排，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30 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督察“回头看”。
现 将《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纪 律 规 定（试
行）》进行公开，欢迎社会参与监督。如
发现督察组成员存在违反《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纪律规定（试行）》的情形，可向中
央纪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组和生态环境
部直属机关纪委反映。邮箱为 jb@mep.
gov.cn。
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8 年 5 月 31 日

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广东省
进驻信息公告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五环
境保护督察组于 6 月 5 日至 7 月 5 日进驻
广东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作。
进 驻 期 间 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020 －
87766710、专门邮政信箱：广州市 713 信
箱，邮编：510000。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 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主要受理广东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
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
题，将按规定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
部门处理。

我区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再提速 37.5%

立项到施工仅需 75 个工作日
大道中（东区规划十路一永和隧道南出口）
建设工程、开放大道北（永和隧道一兴龙大
道交叉口）建设工程等均于一个工作日内完
成立项储备，其中开放大道南（石化南路、文
船路段）建设工程采用并联审批及会议审
批、现场审批方式，更是实现 18 个工作日内
完成立项，为该项目确保于 2018 年 11 月竣
工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目前已纳入区政府投资储备或立
项的教育类拟建项目共 42 个，总投资约 27
亿元，预计新增学位 11190 个。按照以往流
程规定，从立项到勘察设计招标至少需耗时
36-48 个工作日，本次审批再提速后，项目
完成储备后即可开展勘察设计招标，耗时最
多只需 30 个工作日。目前正在推进的广州
实验中学、九龙新城完全中学、刘村新村幼
儿园和小学均已完成储备工作，广州实验中
学、广州市二中苏元实验学校等一批优质名
校将于今年动工，东区小学校园微改造工程
等实现今年立项，年底完工，我区民生福祉
将得到持续改善。

扩大“并联审批”和“合并办理”
事项范围
一般的审批流程多为“串联审批”，相当
于单线程操作，耗时较长，而本次流程再优

化后，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且进一
等项目均在报局务会审议同时按绿色通道
步扩大“并联”审批事项范围，让多个审批事
同步呈报区政府、管委会审定。此外，创新
项同步进行，做到审批过程“无缝衔接”。对
建立微信工作群，加强与项目项建（可研）编
于建设内容基本稳定、建设时间紧迫的项
制单位、项目业主、项建（可研）评审单位等
目，将立项审批、办理选址意见、用地预审、 多方沟通协调，把可研评审时间由以往至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设计条件）等事
15 个工作日控制在 7 个工作日以内，加快了
项与勘察设计招标并联办理，利用勘察设计
项目前期工作的推进，为黑臭河涌治理工程
招标法定的 30 个工作日同步推进相关审批
施工赢得时间。而这，也是我区创新审批方
工作，在上一轮优化的基础上再压减 6-18
式，
提高审批效的生动实践。
个工作日，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同时，利
推行信任审批。针对有关审批事项，实
用概预算评审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行信任审批，由项目业主（建设业主）作出书
并联、概算审批与施工图预审并联等，将上
面承诺，相关审批部门通过非核心要件信任
一轮概预算审批及施工招标阶段需要的
审批、要件后补等方式，可先行办理审批。
49-65 个工作日压减到 36-52 个工作日，共
简单地说，就是允许容缺受理，边批边补，对
压减 13 个工作日。
于不是核心的申报材料凭业主承诺即可受
此外，优化后的审批流程还采取了“合
理审批，对于必须的核心申报材料，也可以
并办理”方式，在市政建设项目的选址意见
先受理，允许业主一边报批一边补充材料。
书中一并出具相关审查意见，即将办理选址
推行会议审批、现场审批。对于需要征
意见书、方案设计技术审查、方案设计审查
求多部门意见的审批事项，可由项目业主
等“三步并作一步”，
提高审批效率。
（建设业主）召集各相关审批部门召开协调
会或现场办公会，形成会议纪要并报分管区
创新审批方式实现
“一次搞掂”
领导审定，相关审批部门依据会议纪要进行
为加快推进黑臭河涌整治工作，我区采
审批。以往需要分开征求意见，有时还要反
用多个职能部门同步审批项目申请表，绿色
复协调各部门，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现
通道报批等方式，文涌截污管网整治工程、 在将各相关部门集中在一起研究决策，
“一
鹤子坦涌截污管网完善工程、长洲街深井社
次搞掂”，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间，提高了审批
区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宏岗河综合整治工程
效能。
（发改局）

（上接 1 版）要认真查找我区生态环
保的薄弱环节和隐患苗头，抓早抓
小，补齐短板，防患未然，建立健全
最严格的生态环保制度。要严格落
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做到“主
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层层压实责任，明确责任追究，确保
人人有责任、事事有落实。
会议指出，创建营商环境改革
创新实验区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重要指示精
神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决策部
署的重要举措，是我区新时代“二次
创业”、勇当“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尖
兵的重大机遇。要提高站位，认真
谋划，打造全国最优、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新高地，主动抓好与上级部门
的请示对接，围绕“一带一路”、
“粤
港澳大湾区”等，分门别类，整合资
源，发挥最大效益，切切实实推动我
区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高水平筹办官洲
国际生物论坛，高质量引进生物岛
产业项目，高标准提升整体环境和
配套水平，全面梳理制约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以“甩开膀子
的干劲、逢山开路的闯劲、久久为功
的韧劲”，把生物岛打造成为生物医
药发展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