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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放管服”改革快进键
打造优良营商环境

12月 10日，在驻马店市不动产
登记综合服务大厅，每个办理不动
产登记的窗口前都排满了群众。

据了解，在以前，驻马店市民进
行二手房交易，需要到房管部门递交
材料，然后进行房屋测绘、到税务部
门缴纳税金，最后再到不动产登记窗
口再次进行登记和测量。这一圈手
续办下来，就得“折腾”20多天。

但现在，这一套手续下来，只需
要7个工作日。

“通过‘一窗受理’，房屋交易、
契税缴纳、不动产登记的要件资料，
全部在综合受理窗口一次收取、一
次录入，将原来向 3个部门提交的
23项资料减少到 7项，办理时限从
20个工作日压缩到7个工作日。”驻
马店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保海说。

这得益于驻马店打造的“一次
告知、一窗受理、一次办妥”的政务
服务体系。

看看这个简单的时间进度，就
知道驻马店推进“一次办妥”的决心
和力度有多大：

5月 29日，驻马店出台《关于加
快政务服务体系创新确保“一次办
妥”的意见》；

6月初，全面推行“一次办妥”改
革；

6 月 28 日，公布第一批 158 项
“一次办妥”的单位和部门办事事
项，自7月1日起实施；

6月 30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推
行外资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套
表格、一口办理”，做到无纸化、零见
面、零收费，大幅压减办理时间；

7月 19日，公布第二批“一次办
妥”部门（单位）和 178项办事事项，
自8月1日起实施；

7月底前，全面实现不动产登记
在申请材料齐全情况下 10个工作
日内办结……

“深化行政改革，提升服务效
能，着力打造协同高效、便民的‘一
次办妥’政务服务品牌。”驻马店市
市长朱是西表示，就是要以优化服
务的“乘法”，做群众贴心的“小棉
袄”，使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推出“365服务”模式
打造便民“套餐”

“一次办妥”让政务服务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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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篇 ——

奏响改革开放最强音
实现高质量跨越新发展
——访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开放
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做成了一件
又一件大事，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
越，谱写了农业大市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的壮丽诗篇，为中原更加出彩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驻马店市市长朱
是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朱是西说，40年来驻马店经济
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大幅提
升。2017 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
2000亿元，是1978年的 189倍，年
均 增 长 10.4% ；人 均 生 产 总 值
32565 元，是 1978 年的 176 倍，年
均增长 9.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5.2 亿元，是 1978年的 96倍，年
均增长 12.4%。昊华骏化、蓝天集
团、十三香、中集华骏等一批骨干企
业不断壮大，食品加工、装备制造、
能源化工、服装、建材、生物医药六
大产业集群加快发展。2017年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655.52
亿元，是1978年的1338倍；全市服
务业增加值占比达 41.1%，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40年来驻马店城镇化快速推
进，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2017
年全市城镇化率 42.39%，比 1978
年提高38个百分点，中心城区建成
区面积 105 平方公里，人口 85 万
人，分别是 1978 年的 35 倍和 34
倍。驻马店还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入选全国百强城
市品牌（地市级）第83名，并跨入三

线城市行列；今年又成功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荣获“2018年度中国十
大最具活力休闲城市”，极大提升了
驻马店的知名度、美誉度。

朱是西告诉记者，40年来，驻
马店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动力活力
不断迸发：与澳大利亚南伯内特市
等签订了友好城市备忘录，引进省
外资金、重点项目建设连续多年位
居全省前列；我国唯一以农产品加
工为主题的“5A”级展会——中国
农加工洽谈会，已连续在驻马店市
举办了 21 届，累计签约重点项目
8847个，合同资金 7132.7亿元，全
国唯一的中国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也落户驻马店市。

40年来，驻马店基础支撑能力
显著增强，发展优势进一步彰显。
2017年全市综合交通线网里程达
1.93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108公
里、高速公路 437公里；周驻南、息
邢、内罗、许信 4条高速加快建设，
全部建成后所有县区实现高速公路
十字交叉。平舆通用机场、宿鸭湖
水库清淤扩容试验工程开工建设，
南驻阜铁路、洪汝河通航前期工作
扎实推进，青海至河南±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工程开工建设。

40年来，驻马店社会事业全面
进步，人民福祉不断增进。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全市61万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612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
列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10.8% 降 至
2.97%，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
养、“互联网+分级诊疗”健康扶贫等
得到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委省政府充
分肯定。201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26340 元 和
10865元，分别是1978年的 104倍
和175倍。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
各项社会事业不断进步，连续多年
被评为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市。

展望未来，朱是西表示，驻马
店已站在展翅高飞的新起点，历史
上的驻马店从未像今天这样焕发
出强劲的动力和活力。我们坚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天中人民一定会谱写
出高质量跨越发展新篇章，为中原
更加出彩增色添彩。③8

打开驻马店市政务服务大厅官
网，法人办事、自然人办事、部门服
务、办件查询等栏目一目了然，随手
点开一个业务申报栏目，就能看到办
事指南、在线申报、表格下载等服务
项目。

为了照顾不方便上网的人群，驻
马店推出“365服务”模式，对涉及民
生、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便民
类事项，如住房公积金、医保社保、婚
姻登记、公安户籍和出入境管理等，
推行节假日轮班服务模式，并着力开
辟 24小时自助服务区，打造社区便
民15分钟服务圈。

不仅如此，驻马店还选择企业、
群众关注度高、办事频率高的事项制
作了驻马店市建设工程联合验收、驻

马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餐饮业开
办、药店开办等系列便民利企服务套
餐。

“凡是‘集成套餐服务’所涉及部
门出具的证照、证明、批复，一律通过
数据共享核验，凡涉及多个部门的同
一材料不再重复提交，实现企业群众
从‘满城跑’到‘厅内跑’再到‘一窗
办’的转变。”宋志成说。

“驻马店将继续紧紧扭住转变
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通过权力
的‘放’，实现对经济社会事务更好
地‘管’、对人民群众更好地‘服’，不
断增强企业创业创新活力、群众获
得感，为驻马店高质量跨越发展夯
下坚实基础。”驻马店市委书记陈星
表示。③8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
发展，做成了一件又一件
大事，实现了一次又一次
跨越，谱写了农业大市凤
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壮丽
诗篇，为中原更加出彩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是一座蓬勃崛起的新城，转型的号角声声入耳。这是一

片创新创业的沃土，跨越的步伐铿锵有力。

11月 27日，2018年驻马店市第四批 37个亿元以上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359亿元，涉及工业、现代服务业、

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

项目建设快速推进，得益于驻马店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的红利。

今年 5月底，驻马店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政务服务体系创

新确保“一次办妥”的意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

“一次办妥”，为高质量跨越发展夯实基础。

一次告知 一窗受理
一次办妥

城镇化快速推进

●全市城镇化率42.39%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走进驻马店装备产业集聚区，
华骏灯塔项目模块化、自动化、数
字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平舆县产
业集聚区，各式各样的户外产品让
人目不暇接；来到正阳县产业集聚
区，仿佛来到了花生的世界……现
在的驻马店各县（区）产业集聚区，
各路企业蜂拥而至，产业集群效应
初步显现。

这个效应缘于驻马店持续推
进“放管服”改革、为企业打造优良
营商环境的有力举措。

民 之 所 望 ，施 政 所
向。在发力“一次办妥”突
破口的同时，驻马店同步
在建设项目领域实施“联
审联批”“联合审图”“联合
验收”“文物勘探前置”等
审批模式，在行政许可及

服务事项办理方面推行“模拟审
批”“容缺服务”等机制，按下“放管
服”改革快进键。

“我们目前已创新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模式，建立‘联审联批、
联合审图、联合验收、文物勘探前置
等’机制，实现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开
工前审批‘最多 60天办结’。”驻马
店市行政服务中心
主任宋志成说。

驻马店广大鸿远车业有限公司集装箱半挂车整装待发。

驻马店中集华骏生产车间。

王守义十三香，香飘海内外。

●61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612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

贫困发生率由10.8%降至2.97%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6340元和108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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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快速发展

●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32565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655.52亿元

2017年驻马店发展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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