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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 本报记者 邢纪国 马 霞

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自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在疫情影响经

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积极行动、精准施策，通

过深入推进环评审批改革，在内

化改革、主动服务上做“加法”，

在审批事项、审批时限、审批流

程、审批材料上做“减法”，采取

一系列精准措施，助推企业复工

复产。

战疫情，保增长。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多措并举开通“绿色通

道”，采取豁免审批、承诺备案等

方式，简化项目环评审批程序。

对不涉及有毒、有害及危险品的

仓储、物流配送等涉及《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10大类30小类项目，纳入豁免

管理。对环境影响总体可控、受

疫情影响较大、就业密集型等民

生相关的部分行业的17大类44

小类，纳入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

改革试点。对纳入告知承诺制

审批改革试点的建设项目，可不

经评估、审查直接作出审批决

定。稳步提升生态环境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助力相关行业

企业复工复产

目前，宁夏全区共审批、备

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1191 件，共计投资 735.13 亿

元。全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提

前介入，主动服务累计储备计划

类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139件，这些项目的陆续上

马将为宁夏创造更多的固定资

产投入和就业岗位。

勇担当，补短板。为缓解

疫情应急物资短缺，医疗废物

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对各地急需的医疗

卫生、物资生产、医药用品制

造、研究实验等防疫建设项目，

实行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简化

项目环评审批程序，全力保障

疫情防控相关工程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全区办理豁免和承

诺备案制的疫情防控建设项目

5个。其中，疫情防控物资生产

建设项目3个，医疗废物处置建

设项目1个，医疗卫生项目1个。

这些项目的上马投产将有效

解决全区疫情防控物资短缺，

医 疗 废 物 处 置 能 力 不 足 的

问题。

促和谐，保民生。针对当前

猪肉价格高涨不下的问题，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持续推进环评

“放管服”改革，积极服务民生

保障项目，持续精简审批环

节，提高审批效率。对出栏量

5000头以下的生猪养殖项目，

在线填写环境影响登记表备

案，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对出栏量 5000 头以上的生猪

养殖项目，在全区探索开展环

评告知承诺制改革试点，全区

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在收到建设

单位报送的告知承诺书及环境

影响报告书等要件后，可不经

评估、审查直接做出审批决

定。促进生猪养殖产能快速恢

复，保障市场猪肉供应。

善谋划，促发展。为有效化

解疫情防控给经济发展带来的

不利影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通

过优化审批管理，主动服务自治

区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重

大产业布局项目，最大限度地发

挥环评审批对稳定有效投资、促

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目前宁夏

已上报生态环境部重大项目10

个，总投资1760.733亿元。下一

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做好重

大项目跟踪服务，协助生态环境

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通过开辟

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时间等措

施，推进项目环评审批工作，确

保上报项目尽快落地见效。

宁夏做好环评审批改革“加”“减”法
在内化改革、主动服务上做“加法”，在审批事项、审批时限、审批流程、

审批材料上做“减法”，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安徽灵璧县组

织部门按照县委统一部署，认

真动员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积极发挥先锋带

头作用，坚持“两线”作战、“两

战”并重，为全县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和复工复产经济保

卫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组织动员 3000 余名公

职人员，7800余名党员和志

愿者参与包保全县310个村

（社区），网格化做好78个小

区疫情防控。全县成立临时

党组织 162个，设立党员责

任区2600个，组建党员突击

队240个，设立党员先锋岗

3200个，24,000余名党员冲

锋在战“疫”一线。

按照中央组织部和省市

委组织部通知要求，认真做

好党员自愿捐款指导服务工

作，积极发挥党组织引领带

动作用，4.1万余名党员主动

捐款，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汇聚强大资金力量。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规定，根据疫情形势最新

变化，积极宣传引导各级党组

织做好各类人员疫情防护，全

力为复工复产助力护航。截

至目前，全县累计复工企业

326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101家，员工3635人，复工

率100%。 （申 锐）

安徽灵璧县倾真情战疫情

本报讯 记者田孔社报道

4月13日，记者从山西省自然资

源厅获悉，为认真贯彻落实《山

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标准

地”改革的实施意见》，确保省委

省政府关于推进企业投资项目

承诺制改革试点、促进优化营商

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决策部

署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市场有

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的有机

统一，为全省转型项目落地和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山西省

进一步出台《山西省推进“标准

地”改革工作方案》，在全省有条

件的区域，严格执行“净地”出让

规定，推行以“标准地”方式供应

国有建设用地。

“标准地”是指在城镇开发

边界内具备供地条件的区域，对

新建工业项目先行完成区域评

价、先行设定控制指标，并实现

项目动工开发所必须的通水、通

电、通路、土地平整等基本条件

的可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土

地相关指标精细化、透明化，企

业拿到“标准地”后，经相关部门

“一窗受理”后就可直接开工建

设，待建成投产后，按照既定标

准与法定条件验收即可，跳过中

间繁琐的行政审批环节，真正做

到项目审批“最多跑一次”。

进一步明确区域评价事

项。在全省有条件的区域，严格

执行“净地”出让规定，推行以

“标准地”方式供应国有建设用

地。全面实施区域节能评价、区

域环境影响评价、洪水影响评

价、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震安全

性评价等区域评价，为“标准地”

落地提供坚实基础。

进一步明确控制性指标。在

区域评价的基础上，按照高质量发

展导向要求，设置本区域“标准地”

控制性指标。指标由固定资产投

资强度、容积率、能耗控制、环境标

准等构成。具体指标可根据产业

导向和地块实际进行设置。

完成政府统一服务事项。市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部门、山西

转型综改示范区行政审批局分别

负责对本级人民政府明确的区域

评价事项,组织本级政府有关部

门办理政府统一服务事项,为实

施“标准地”出让创造条件。

做好承诺事项。用地企业

对标竞价取得土地后，在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同时，签订“标准地”投资建设合

同。企业按照具体项目标准作

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承诺，公

开公示后即可开展设计施工，加

快开工项目落地。

做好示范引领。山西转型

综改示范区要充分发挥先行先

试和引领示范作用，在符合实施

意见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前提下，

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先行制定

实施方案，先行明确区域评价事

项和控制性指标，先行建立出让

流程、相关制度,先行出让“标准

地”,先行总结改革探索经验，力

争在“标准地”改革的主要方面

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突破,探索

形成符合山西省实际、可复制、

可推广的“示范区模式”和成功

经验,为推动山西省乃至全国

“标准地”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本报讯 记者武艳杰

报道 福建省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4月

12 日，监测的 26 种主要食

品价格与 4 月 6 日相比 13

涨 10跌 3平，其中：粮油价

格稳中略升，猪肉价格小幅

续跌，蛋品和水产品小幅波

动，蔬果价格普遍上涨。

粮油价格稳中略升。

福建全省平均每 500 克晚

籼米 2.68 元，5升桶装花生

油116.44元，分别微涨0.4%

和 0.5%；粳米 2.74 元，5 升

桶装大豆调和油 53.81 元，

均持平。

猪肉价格小幅续跌。监

测的4种猪肉零售价格延续

窄幅下跌，全省平均每 500

克精瘦肉 29.79 元，肋条肉

28.65 元，带皮后腿肉 25.79

元，肋排39.74元，分别下跌

0.8%、0.2%、1%和1%。

蔬果价格普遍上涨。

蔬菜价格不同程度上涨，全

省平均每500克上海青3.17

元，上涨12.8%，大白菜2.06

元 ，黄 瓜 3.55 元 ，西 红 柿

4.46 元，圆白菜 2.02 元，菜

花3.16元，涨幅在2%~7.1%

之间。水果价格小幅上涨，

香蕉 3.34 元，苹果 5.68 元，

梨 3.79 元，分别上涨 3.7%、

0.7%和0.3%。

据分析，福建省粮油市

场货源充足，供应平稳，价

格稳中波动；近期福建省

天气以晴好为主，有利于

蔬菜生产，上市量增加，菜

价有望回落。

山西出台“标准地”改革工作方案

福建粮油市场货源充足供应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