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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的沈阳，一阵是高温，
一阵是暴雨。这种天气对项目施工
并不“友好”。可是，拿到了预施
工许可证就不同了。

沈水湾污水处理厂是沈阳推
广承诺制审批后首家尝到甜头的
企业。该厂的升级改造工程因为

“先上车后补票”，获得了沈阳首
张预施工许可证，早在 5 月 14 日
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
有效避开了雨季和高温施工。该
厂副厂长乔林感慨地说：“沈阳市
的高效审批让我们抢占了黄金施
工期，否则按部就班坐等流程就
会耽误很多事。”

作为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的
典型，沈阳市审批流程改革举措最
早开花于沈阳中德装备园。最先
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华暠汽车零部
件项目，是中德装备园首批试点企
业之一，获得了全国首张预施工许
可证，施工进度比计划早了 3 个
月。在此基础上，沈阳市进一步扩
大政策试点范围，于今年 4 月份出
台了《沈阳进一步优化投资建设项
目审批实施办法（试行）》。在全市
范围对工业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办
理。“预许可”项目一般控制在40个
工作日以内，审批效率提升 50%以
上。在国务院审改办专项调查中，
沈阳市施工许可办理效率在全国
位居第四，其中住宅类项目单项排
名全国第一。

如果光是追求审批效率，企业
承诺兑现不了怎么办？有什么事
中、事后监管措施？沈阳市在项目
单位签订项目承诺协议书后，随即
将建设项目纳入全国诚信平台，及
时发现、告知并纠正企业在项目审
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无法
履行承诺的，会撤消行政审批决
定，规划国土部门对出现问题的项
目可随时叫停，项目单位要承担违反承诺造成的法律责任
和经济损失，而且还要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预审批”毕竟不是“无审批”。以往，企业交了款拿了
地，项目却迟迟不能开工。仅施工图审查就要到规划、消
防、环评、安评、人防等几十个部门逐一审批，一圈走下
来，有的甚至 1 年多还盖不完公章。有鉴于此，沈阳市在
承诺制审批之外，更多采取了并联审批和“多图联审”的
做法。实行“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同时，
将“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等环节从审批主流程中
分离出来，不与主流程审批环节发生前后置关系。沈阳市
建委负责人介绍，现在实行“施工图联合审查”，建委将
牵头组织规划、消防、人防、气象等相关部门实施统一审
查，限时办结。竣工验收也照此办理。项目开工再也不用
挨家跑了。

沈阳市还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开设“多规合一”综合受
理窗口，实行“统一收件、统一发件”的“一窗式办理、
一站式服务”运行模式。目前，沈阳市投资项目的审批时
限由原来的98个工作日缩减至25个工作日，政府行政效能
提速 50%以上。近日，国务院办公厅通报了部分地方优化
营商环境典型做法，沈阳市审批流程改革作为辽宁省唯一
典型被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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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近日，国
家发改委批复广东从西江向珠三角东部
地区引水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这项工
程建成后，将解决广州、深圳、东莞生活
生产缺水问题，并为香港等地提供应急
备用水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战
略支撑。

以珠三角为腹地的粤港澳大湾区面
临着水资源分布不均、开发利用不平衡、
应急备用水源不足等问题，制约了珠三
角及大湾区未来可持续发展。

对此，广东省水利厅牵头开展了一
系列调研论证，在历经近10年统筹谋划
与科学论证后，国务院、广东省相继作出

战略部署，将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列
入《珠 江 流 域 综 合 规 划（2012—2030
年）》及全国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
程之列，并要求加快推进。

据了解，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由
一条干线、两条分干线、一条支线、三座
泵站和一座新建调蓄水库组成。工程
西起西江干流鲤鱼洲，东至深圳公明水

库，以深层管道输水方式穿越珠三角核
心城市群。该工程输水线路全长 113.1
公里，平均引水量为 17.87 亿立方米。
工程估算总投资 339 亿元，其中中央投
资安排 34 亿元，预计将于今年底至明
年初全面开工。

建成后的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
将覆盖和影响珠三角数千万人群，对生

活生产、环境保护、生态恢复、水资源科
学配置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该
工程不仅是广东史上投资规模最大、输
水线路最长、受水区域最广的水利工
程，还将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长距离有
压管道调水工程。建成后将逐步实现
西江、东江水源互补、丰枯调剂，退还东
江流域及沿线城市生态用水。

港珠澳大桥通车在即，一座横跨黄
茅海、连接珠海高栏港区和江门台山市
的大桥——黄茅海大桥新列入广东省建
设规划中，这将给占据珠江西岸装备制
造产业带龙头地位的珠海增添羽翼，其
中高栏港区正是主要载体之一。

航运链从大江到大洋

高栏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黄茅海
大桥打开了高栏港区向西的通道，大幅
缩短了高栏港区与粤西乃至大西南等地
区的距离，对于高栏港向西扩大港口腹
地，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集聚，产业合
作等多个方面有促进作用，将有力提升
高栏港区的区位优势。

黄茅海大桥将构筑起粤港澳大湾区
南部沿海与粤西、广西及大西南等地区
联系的快速通道，有效地将港珠澳大桥
的交通运输能力向珠三角西部延伸，扩
大整个港珠澳大桥的实际功能，从根本
上改变珠江西岸地区的交通格局，促进
区域城市间的协同合作，并带动产业的
发展。

“黄茅海大桥与港珠澳大桥的衔接，
直接构筑了从香港、澳门横穿珠海，直通
江门，辐射粤西和大西南地区的高速通
道。这对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珠海、江门
而言，将真正激活其区域经济活力，推动
其加快融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
章喜说。同时，也践行了广东省将珠江
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打造成广东省

经济结构调整新亮点的战略部署，加强
珠江西岸与粤西、大西南产业带的交通
联系，充分发挥横琴自贸区、高栏港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区叠加政策优势，
有利于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成全国装
备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展示中心和服务
中心。

今年以来，在珠海高栏国际货运码头
装卸区，全球首辆港区作业无人集装箱卡
车高效运转，加快了大江到大洋之间的货
物流转。目前，港口以东，横琴、保税区、
洪湾片区已形成一体化发展态势。

据了解，珠海港集团港口今年一季
度各项生产经营指标保持高位增长，共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3006.11 万吨，同
比增长 16.15%；集装箱吞吐量 52.92 万
标箱，同比增长 31.09%；中转箱量完成
30.06万标箱，同比增长134.89%。根据

《珠海港口发展“十三五”规划》，到2020
年，珠海港港口通过能力达 2.0亿吨，其
中集装箱通过能力 378 万标准箱，旅客
通过能力达1390万人次；实现货物吞吐
量超1.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310万
标准箱，旅客吞吐量达900万人次。

珠海市明确提出，推动横琴自贸试
验片区与高栏港的联动发展，探索建设
自由贸易港，充分利用港珠澳大桥即将
建成和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的便利条
件，现代化临港、临铁物流园，提升珠海
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竞争力。同
时，加强与横琴自贸片区的联动发展和
粤港澳合作平台的建设，建设粤港澳物

流合作园，促进自由贸易与航运产业融
合的高端商贸物流和高端商务综合体的
转型升级。

如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内航运链？
目前，广东自贸区内的港口还处在个体
发展的阶段，但粤港澳大湾区更应着力
打造全球港口链。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
研究院·穗港澳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
光南表示，下一步如何达到互联互通互
补，以及通过产业和服务相互连接，国内
市场和国外市场相互连接，这些方面都
需要进一步优化。

产业链向高端转型升级

依托国家沿海主枢纽港——高栏港
设立的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380
平方公里，是珠江口西岸首个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

近年来，高栏港区深入贯彻“一带一
路”倡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
划纲要》，抢抓广东省建设珠江西岸先进
装备制造产业带等重大机遇，统筹谋划、
科学发展，努力构建先进装备制造、清洁
能源、新材料和现代港口物流为主导的

“3+1”产业体系。2017年高栏港区工业
总产值突破 1000 亿元，港口货物吞吐
量突破 1 亿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
台阶。

高栏港经济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姜建平表示，高栏港区先进装备制造
业立足已初具规模，且以中海福陆、三一

港机为代表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近年
来又积极发展以激光打印机、海缆通信
等为代表的电子信息装备产业，形成两
大产业集群并驾齐驱的产业新格局。今
年 1 月份至 6 月份，高栏港区装备制造
业完成产值62.4亿元，同比增长10.8%；
实现增加值10.9亿元，同比增长12.3%。

目前高栏港区清洁能源产业主要依
托中海油南海天然气陆上终端、LNG接
收站、依海天然气热电联产、钰海天然气
发电等优质项目。今年 1 月份至 6 月
份，该区清洁能源行业完成产值 91.37
亿元，同比增长 42.2%；增加值 40.43 亿
元，同比增长43.7%。

新材料产业已形成以动力锂电池材
料全产业链为主的产业集群，电解液、三
元正极、硅碳负极、隔膜四大材料齐备，
其中全球规模最大隔膜生产企业已投产
运行，中科院技术支撑的碳纳米管、氟材
料等高端材料生产项目正加快推进。

此外，高栏港区正在加快 4个 10万
吨级集装箱泊位、1个 20 万吨级粮食泊
位、1个 15万吨级油品泊位建设，启动 2
个 10 万吨级集装箱新泊位前期工作。
引进中谷、泰兴盛等第三方、第四方物
流，积极推进高栏港综合保税区建设，发
展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转口
贸易、出口加工等业务，完善港口国际物
流服务功能。今年 1 月份至 6 月份，高
栏港实现货物吞吐量 6292 万吨，增长
6.3%，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89.2 万标准
箱，增长15.7%。

珠海高栏港以高端商贸物流和高端商务综合体促进转型升级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岸核心港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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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珠海高栏港区。 （资料图片）

西水东调支撑大湾区建设

广 东 将 引 西 江 水 入 广 深 莞
本报讯 记者文晶、通讯员刘文峰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

获悉：截至目前，安徽省纳入国务院172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
已开工15个，总投资1200多亿元，成为全国在建重大水利工
程总投资突破千亿元的两个省份之一。

2014年5月份国务院启动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以来，安徽省共有15大项、26子项工程列入其中，涵盖引调水
工程、进一步治淮、长江河势控制和河道整治、大型水库、大中
型灌区续建配套等，总投资约 1740 亿元。目前，安徽省淮水
北调、长江崩岸应急治理、西淝河等沿淮洼地治理、下浒山水
库、田间高效节水灌溉 5 项工程已基本建成，引江济淮、淮河
干流蚌埠至浮山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江巷水库等10项工程
正加快建设。

安徽水利工程总投资突破千亿元

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2018年7月6～13日对太湖流
域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进行了水资源质量监测。水质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湖泊营养状况评价
采用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湖库营养状
态评价标准。

一、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
（一）省界河流水质
2018 年 7 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 34 个监测断面，5.9%的断

面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其
中Ⅳ类占 32.3%、Ⅴ类占 41.2%、劣Ⅴ类占 20.6%。未达到地表水
Ⅲ类标准的指标主要有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
数、总磷和化学需氧量。

苏沪边界6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千灯浦千灯浦桥1个断面水
质为Ⅲ类，大小朱厍港珠砂港大桥和急水港周庄大桥2个断面水
质为Ⅳ类，浏河太和大桥和吴淞江石浦大桥 2 个断面水质为Ⅴ
类，盐铁塘新星镇桥1个断面水质为劣Ⅴ类。苏浙边界14个河流
监测断面中，芦墟塘陶庄枢纽、南横塘长村桥、頔塘苏浙交界处、
新塍塘北支圣塘桥和新塍塘西支洛东大桥5个断面水质为Ⅳ类，
斜路港章湾圩公路桥、北横塘栋梁桥和澜溪塘太师桥3个断面水
质为Ⅴ类，长三港升罗桥、大德塘思源大桥、江南运河北虹大桥、
后市河太平桥、双林塘/弯里塘/史家浜双林桥和上塔庙港乌桥6
个断面水质为劣Ⅴ类。浙沪边界12个河流监测断面中，丁栅港丁
栅枢纽、坟头港大舜枢纽和俞汇塘俞汇北大桥3个断面水质为Ⅳ
类，红旗塘/大蒸塘横港大桥、秀州塘/七仙泾/枫泾塘枫南大桥、
蒲泽塘/清凉港清凉大桥、面杖港/嘉善塘东海桥、黄姑塘金丝娘
桥、惠高泾新风路桥、六里塘六里塘桥、上海塘/胥浦塘青阳汇和
范塘-和尚泾朱枫公路和尚泾桥9个断面水质为Ⅴ类。苏浙沪边
界太浦河金泽断面水质为Ⅳ类。浙皖边界泗安塘杨桥断面水质
为Ⅲ类。

（二）太湖水质
2018年7月，太湖全湖平均总氮指标为Ⅳ类、总磷指标为Ⅳ

类，其余指标均达到或优于Ⅱ类，营养状态为轻度富营养。根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按照最差指标进行评
价，太湖全湖水质为Ⅳ类。水质分九个湖区按代表面积评价：当
月太湖水域 60.1%为Ⅲ类、5.5%为Ⅳ类、22.9%为Ⅴ类、11.5%为
劣Ⅴ类；65.6%水域为轻度富营养，34.4%水域为中度富营养。太
湖主要水质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高锰酸盐指数3.87㎎/L、氨
氮 0.14㎎/L；太湖营养状态评价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总磷
0.073㎎/L、总氮 1.14㎎/L、叶绿素 a40.1㎎/㎥。与 2017 年同期
相比，太湖水质类别持平，主要水质指标总氮、总磷和氨氮浓度
有所上升，高锰酸盐指数和叶绿素 a浓度有所下降；轻度富营养
面积有所减少，中度富营养面积有所增加。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2018年7月，省界水体10个监测断面，9个断面水质达到或

优于Ⅲ类水标准，占90.0%；1个断面水质未达到Ⅲ类水标准。
浙皖边界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为Ⅱ类。浙闽边界9个河流和

水库监测断面中，寿泰溪 S52寿泰溪大桥 1个断面水质为Ⅰ类，
寿泰溪柘泰大桥寿泰溪、东溪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下游、东溪柘
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上游、安溪庆元政和交界处、松原溪马蹄岙水
库坝头、竹口溪新窑和汇甲溪南溪水库入库口7个断面水质为Ⅱ
类，甘歧水库1个断面水质为劣Ⅴ类。

三、省界缓冲区水质达标评价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对省界缓冲区水质进行达标评价，

本月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共评价省界缓冲区53个。
太湖流域省界缓冲区 44 个。省界河流缓冲区 41 个，有 2 个

水质达标，达标率为4.9%。其中苏沪边界6个缓冲区，1个缓冲区
水质达标；苏浙边界16个缓冲区，水质均未达标；浙沪边界18个
缓冲区，水质均未达标；浙皖边界 1个缓冲区，水质达标。省界湖
泊缓冲区 3个，太湖苏浙边界缓冲区、淀山湖苏沪缓冲区和元荡
苏沪边界缓冲区水质均未达标。东南诸河省界缓冲区共 9个，其
中照澜溪福鼎闽浙缓冲区1个缓冲区水质不达标，其余8个缓冲
区水质达标，达标率为88.9%。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2018年7月）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金融机构编码：B0005B263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No.0066026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6月24日

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67号金阳光大厦A座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7月25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