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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高铁片区
一期PPP项目工程开工

他们都是当过兵的人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南阳是全省“一次办妥”改

革试点市。自今年2月底吹响

建设“一次办妥”政务服务品牌

号角后，该市相继出台《南阳市

2018年“互联网+政务运行”工

作方案》《政务服务“一次办妥”

实施方案（试行）》，同时制定南

阳市当年“一次办妥”建设“作

战图”，通过事项梳理、流程再

造，不断压缩办事流程，不断缩

短办事时间。

截至目前，南阳市分三批

共梳理出571项政务服务事项，

能在市级政务大厅办理的“一次

办妥”事项413项，精简办事环

节292个，减少申请材料307

份，实现即办件131项，实体大

厅“一次办妥”事项覆盖率

72.3%，受到企业和群众点赞。

地方传真

‘退伍不褪色、地方再立功’,
虽然已经脱下了绿军装，但
那抹橄榄绿永远在我心中。

李玉铁
桐柏县国土局工作人员

南阳市在投资项目综合窗口探
索实行并联审批“6628”运行机
制，即市工商局、市发改委等 6
个牵头部门派驻专人入驻行政
审批大厅，复杂事项方便及时进
行“联合会商、联合评审、联合测
绘、联合图审”，企业登记、立项
等 6个阶段的审批事项办理时
间压缩到28个工作日

6628

暑期，已成为未成年人溺水
的高发期，全国接连发生的溺水
事故，再次敲响暑期安全警钟。
有数据显示，溺水是造成中小学
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我国每
年因溺水身亡的儿童高达 2万人，
给亲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和
无尽的伤害。

南阳市“政福保”救助保险项
目将未成年人溺水纳入了保险救
助范围。今年，南阳市人民政府通
过购买商业保险的形式，以民政局
作为投保人为全市居民办理了一
份政府救助保险。该保险为河南
首创，取名为“政福保”寓意“人民
政府要造福于民”，居民不花一分
钱，就能得到 2000元到 20万元不
等的救助金。

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作为
承保人为全市人民提供了 1 亿元
的政府救助保障，保险责任包括：

见义勇为救助、未成年人溺水
死亡救助、意外事故救助、自然灾害
救助、交通事故救助、救助人员意外
救助、特困群众重病医疗救助。

南阳市辖区内若发生未成年
人溺亡事件，可第一时间向当地
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分支机构
专属理赔人员电话报案，或直接
向市公司理赔中心报案，提供出
险事故信息，也可由各辖区内民
政部门向保险公司转报案。人保

财险在接到报案后将会第一时间
联系家属，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
速将理赔救助金发放到位。

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理赔
中心电话：0377-63395518

索赔资料有哪些？
涉及死亡的：
（1）相关民政、公安等政府主

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2）死亡
证明；（3）户口注销证明；（4）火化
证明；（5）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6）受益人相关身份证明材料及
银行账户。

涉及伤残的：
（1）相关民政、公安等政府主

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2）二级
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及病历复印
件；（3）司法部门或保险人认可的
具有鉴定资质的医疗机构、保险
人认可的具有鉴定资质的其他鉴
定机构出具的残疾鉴定书；（4）身
份证、户口簿复印件；（5）领款人
银行账户。

涉及医疗费赔付范围的：
（1）相关民政、公安等政府主

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2）二级
及以上医院发票、诊断证明、用药
清单、住院证、出院证、病历复印
件；（3）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4）领款人银行账户。

经过 4个月的改革，南阳市行政审
批大厅各窗口告别了过去单打独斗的
历史，各窗口协同作战更加默契，办事
效率明显提高、群众满意度持续上升、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其中投资项目、
商事登记、公民个人事项、不动产交易
登记等综合窗口，实现了“一窗受理、集
成服务”办公模式。

据介绍，从今年 7月到年底，是“一
次办妥”实施的第二阶段，要彻底实现

“受审分离”，刘超跟记者解释说，具体
就是，窗口受理工作人员和审批人员升
级为两套人马，企业和办事群众不跟审
批办事人员直接见面，由大厅人员受理
后，直接向各窗口部门分发，限期办结，
彻底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统一窗口出件”的办事模式，这就是
“受审分离”，目前正在拿具体实施方
案。

第三阶段要求 2019年年底前全面
实现网上全流程办理，达到“网上办事
为主、大厅办事为辅、自助办事为补”目
标，让群众真正享受到“足不出户、网上
办事”的便利。7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赵峰

8月4日，在桐柏县埠江镇水湖流村，
74岁的五保户尹中德紧紧拉着桐柏县国
土局工作人员李玉铁、孙喜桐的手不愿松
开，亲切地招呼着他们到家里坐。

“他们都是当过兵的人，连一口水
也没有喝，还给我捐钱，我这心里真的
是过意不去啊！”尹中德回忆起上月底
发生的一幕依然历历在目。

7 月 31 日下午，桐柏县国土局的
工作人员正在埠江镇水湖流村帮扶，
途中突遇暴雨，村里主要道路大面积
积水。由于生活垃圾堵塞了排水管
道，造成雨水漫过路基，严重影响百姓

出行。雨还在不停地下，路面积水面
积越来越大。

“我们正在清理路边杂草垃圾，疏
通排水沟时，无意间听到旁边屋里有哭
声。”李玉铁回忆说，他和同事听到哭

声，推开虚掩的大门，只见院子里到处
是积水，一名老人正坐在房檐下哭泣。

老人叫尹中德，是村里的五保户。
天降暴雨，因家里地势低，外面的雨水
不停地往院子里灌，屋子里已经进了
水，老人不知所措，急得哭了起来。

李玉铁和闻讯赶来的同事迅速投
入到排水、转移家具的抢险中。险情解
除后，他们又你100元、他50元，自发给
老人捐款。临走时，李玉铁告诉老人：

“这些钱你留着花，我会及时联系帮扶
责任人，等天晴了再来给你把房子好好
修修。”

“谢谢解放军，谢谢解放军。”老人
望着一身迷彩服的他们连声道谢。听
到老人误将自己当成军人，李玉铁笑着

说，他们是退伍兵，都是当过兵的人。
“‘退伍不褪色、地方再立功’,虽

然已经脱下了绿军装，但那抹橄榄绿
永远在我心中。”李玉铁说。

据了解，桐柏县国土局有 274 名
复员退伍军人，占全局总数的 68%，党
员比重超过一半，在精准扶贫攻坚主
战场上，这些身着迷彩服的老兵们承
担了 90%以上的帮扶任务，凡有急难
险重处，就一定活跃着这些“国防绿”
的身影，曾经被广泛报道过的冰河救
人不留名的左振生、范相生，履职尽责
的退伍军人王子毅都是他们中的优秀
代表，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依然诠释
着“退伍不褪色、地方再立功”的铮铮
誓言。7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
连竹 通讯员 高新海）8月 5日，南
阳高铁片区一期PPP项目在位于宛
城区茶庵乡境内的南阳高铁片区核
心启动区开工。

南阳高铁片区一期PPP项目规
划建设总用地1600亩，预计总投资
超过15亿元，计划于2019年 10月
1日全面建成。该项目是郑万高铁
的配套工程，作为市委、市政府“九
大专项”之一和宛城区委、区政府的
重点工程，深受社会各界关注。

南阳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
为该项目投资建设的牵头单位，与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
体共同投资建设该项目。鉴于本项
目投资数额大，施工期短，南阳交投
公司高度重视，提前谋划，在合同谈
判的同时进行项目公司注册的筹备
工作，选派人员提前进驻工地配合
原业主单位开展工作，从而熟悉情
况，抢抓工期，为确保工程建设按期
优质完成奠定基础。随着PPP合同
谈判基本完成，开工条件基本具备，
经与政府出资方和施工总承包单位
协商一致，确定开工日期，标志着南
阳高铁片区一期PPP项目工程建设
正式拉开序幕。7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
梓 通讯员 杨晓申）“在这里一个
月能拿 2500 元工资，年底还有奖
金，工作地方离家近，不耽误照顾
家人。”7月 15日，在镇平县老庄镇
上口香超市员工张晓雪告诉记者。

在“千企帮千村”活动中，镇
平县上口香食品有限公司遍布全
县的十几个超市在招聘人员过程
中，优先考虑贫困户，并为其免费
提供食宿。一年多来，共接纳 120
余名贫困群众，在公司食品仓储、
运输、销售等多个岗位上就业。
该企业还计划投资 500 万元在有
条件的贫困村建设蔬菜直销基
地，采取贫困户入股分红的方式，
吸纳贫困群众就业，带动更多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

“千企帮千村”活动开展以
来，镇平县先后分三批对帮扶企
业和对象进行调整充实，在帮扶
企业方面，由最初的工业企业、
农业企业为主扩展到房地产企
业、建筑企业、商业企业、文化企
业参与，目前全县帮扶企业达到
137 家，实现了对贫困村和重点
非贫困村的全覆盖。通过设立
扶贫车间、扶贫基地，推动订单、
车间、生产线与贫困乡村嫁接，
推动乡村工业、特色产业扎根发
芽，逐步形成新的产业链。带贫
能力不断增强。截至目前，共实
施 65 个帮扶项目，完成投资 1.35
亿 元 ，产 业 帮 扶 受 益 贫 困 群 众
1700 户 5000 余人，安置贫困人
口就业 1300 人。7

未成年人溺水
“政福保”无偿理赔

南阳“政福保”为民解急难之一

镇平
脱贫路上企业助力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阶段，
牵扯到规划局、城管局等 5个部门，要
在以前 5个部门需逐个走一遍，最快也
要 25天，但现在只用到一个窗口，准备
一套资料，5个部门联合评审、会商，5
天就办下来了。”7 月 31 日，在南阳市
行政审批大厅投资项目综合服务窗口
办事的桂林坡快人快语，他具体负责
南阳理工学院东校区扩建工程各项手
续办理，对工作人员的高效服务赞不
绝口。

南阳市发改委总工程师薛青告诉
记者，为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优化南
阳营商环境，投资项目综合窗口探索实
行并联审批“6628”运行机制。具体说，

就是市工商局、市发改委等 6个牵头部
门派驻专人入驻行政审批大厅，复杂事
项方便及时进行“联合会商、联合评审、
联合测绘、联合图审”，企业登记、立项
等 6个阶段的审批事项办理时间压缩
到28个工作日。

据统计，投资项目综合服务窗口今
年6月试运行以来，共受理办结31件业
务，其中分段并联审批的 28件，联合会
商受理 3件。投资项目从提出申请到
开工建设由原来的 217 个工作日缩减
到新增用地 100个工作日完成，比全国
试点城市还提前了 20个工作日。审批
时限和审批环节均压缩一半以上。

除此之外，商事登记领域，70个事

项“一次办妥”全覆盖，精简环节 210
个；不动产交易集成服务窗口，将原来
国土、房管、地税、财政局四部门办事
窗口“合四为一”，同时进行，办理不动
产交易登记只需排一次队，进一个窗
口、交一套材料。办理时限从过去的
平均 60 个工作日压缩到现在的 20 个
工作日，到今年年底将进一步压缩至
10个工作日办结；公民个人事项领域，
其中公安服务窗口，进驻的主要有交
警、户政、治安、消防等 4个警种，共确
定了“一次办妥”事项 187项，压缩 143
项办结时限至 5 个工作日以内，其中
30项事项当日内办妥，91项业务即时
办理。

进行不动产交易的市民张建克说，
过去服务评价器都放在工作人员面前，
面对面测评，即便是再不满意，也不好
意思当面给差评。

如今，在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各楼层
统一配置了综合评价器。“这样好，没有
心理负担，可以如实评价，这才是满意
不满意，群众说了算。”张建克说。记者
看到综合评价器界面上分三部分，一是

业务事项评价，办事群众在这个方框输
入业务编码就可以进行评价；二是部门
综合评价，主要围绕服务态度和办事效
率方面进行评价；三是“一次办妥”意见
建议征集，设计了 10条格式化的意见
进行征集，群众触屏打钩即可。

在大厅指导工作的南阳市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主任刘超告诉记者，各项评价
结果，一周一公布，一月一通报，好与不

好一目了然。而且通报还要专门报给各
单位一把手，限期要求窗口整改到位。

在行政服务大厅还配置有可触摸
多媒体查询机，前来办事的群众通过点
击屏幕，可以查询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
相关信息，如窗口设置、事项清单、办事
指南等信息，“随时点开，一键查询，很
全面，很方便。”前来办理不动产变更的
一位群众说。

南阳市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为群众办理营业执照 冯鑫 摄

年底实现“受审分离”

满意不满意，群众说了算

原来需要25天办的事儿，如今5天就办好了

公民个人事项领域，其中公安
服务窗口，进驻的主要有交警、
户政、治安、消防等4个警种，共
确定“一次办妥”事项 187 项，
压缩 143项办结时限至 5个工
作日以内，其中 30项事项当日
内办妥，91项业务即时办理

187项

南阳市分三批共梳理出 571项
政务服务事项，能在市级政务
大厅办理的“一次办妥”事项
413项，精简办事环节 292个，
减少申请材料 307 份，实现即
办件 131项，实体大厅“一次办
妥”事项覆盖率72.3%

571项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
梓 通讯员 袁永强 史源远）盛夏
艳阳高照，却挡不住贫困户领取
扶贫资金时的喜悦之情。近日，
在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老农
经合作社内热闹非凡，就业扶贫
资金发放仪式在这里举行，64 户
通过转移就业培训的贫困户领
到 了 每 月 保 底 50 元 的 扶 贫 资
金，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
的笑容。

老农经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形成了以有
机蔬菜基地、红酒谷种植为主的

特色产业。目前，该合作社的蔬
菜基地已扩至近 200亩，发展大棚
50座，注册农户超过 200户。

为激发内生动力，老农经合作
社着手打造精准扶贫产业园，与
贫困户联姻，确定到户增收、入股
分红等 6 种新型扶贫模式，现已
带动周边 9 个行政村 118 户贫困
户 277 名贫困人员，实现稳定增
收。同时，老农经合作社热心公
益事业,关心弱势群体，每年都要
对本村和周边村贫困户进行慰
问，为贫困户捐款捐物达 2万元以
上。7

宛城区
“老农经”唱响扶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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