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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全省公安机关紧密联系工作实际，突出
服务群众这个着力点，进一步转作风、办实事、求实
效，持续完善为民服务体系，密集推出各项便民举
措，实实在在发挥了作用，取得了明显实效，让群众
得到了实惠，也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2017年 7月 1日起，公安部在全国全面实施
居民身份证“三项制度”，即身份证异地受理、挂
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工作。根据居民身份证“三
项制度”建设的总体工作部署，河南作为全国
试点省份，先行一步、强力推进，居民身份证
“三项制度”建设工作已经全面落地，取得明

显成效。作为全国第一批试点身份证异地
受理的省份，2015 年 1 月以来，我省已受理
居民身份证异地申领 40万余人次、受理挂
失申报 45 万余人次、丢失招领 1200 余人
次，逾85万人受益。

此外，为深化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
惠民举措，河南各地公安机关因地制
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便民服务，压
缩居民身份证申领制作周期，开辟快
速通道，改进证件发放模式、提高发
放速度，在户籍窗口实行延时服
务、预约服务、自助服务、上门服务

等六项便民举措，真正实现了“信息多跑腿，群众少
跑路”。

2018 年 2 月 1 日起，《公安部八项出入境便利措
施》开始在全国全面实施，其中涉及公安出入境管理
部门的业务为前6项，而“省内居民可在全省范围内办
理出入境证件”“省内居民可在全省范围内自助办理
往来港澳台旅游签注”“免费提供出入境证件照相服
务”三项措施，我省已率先实施了两年，且取得良好社
会效果。据统计，201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受理、审
批、制作、签发各类出国境证件及签注 1331万本。其
中，自助办理签注 59 万枚，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 663
万本。特别是2015年，我省率先推出出入境证件照相
免费服务后，以每本20元照相费计算，663万本证件为
群众节省了照相费用1.3亿元。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河南全面实行办理护照等出
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确保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
窗口一次即可完成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
续。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施行一个多月来，我
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累计为群众办理护照等
出入境证件19.3万余本次，平均办证时间缩短至30分
钟以下，极大地节省了办证群众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
本。对全省办证群众的电话回访及调查问卷显示，群
众对出入境服务的满意度达到了99.9%。

把公安工作
做到群众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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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这短短的四句话十六字重于千
钧，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公安民
警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他对人民公安
事业的殷切希望。一年来，河南公安牢
牢把握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积极
适应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新要
求，坚持以人民期盼为念、为人民利益而
战，把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切实担
当起平安河南建设的主力军和中原群众
的守护神的职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

我省公安机关
深化“放管服”改革

“谢谢您，警官！若不是你们帮忙，我的
身份证还不知道咋补办呢！”5 月 18 日上午，一
名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的信阳籍群众汤
某，因身份证即将过期，来到郑州市公安局未
来路分局户籍窗口想办理异地补证业务。因
汤某本人与身份证上的照片差别太大，依据
规定，汤某无法办理异地换证业务。后因考
虑到汤某身体的特殊情况，该分局户籍民警经
多方沟通协调，顺利帮其补办了身份证。当民
警把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交到汤某手上的
那一刻，汤某一直不停地向民警说“谢谢”。

这只是郑州警方全面推进“就跑一次”专
项行动，着力为群众办实事的事例之一。为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从 2017 年年底开始，郑州警方结合

“践行十九大 民警听民声”活动，紧紧围绕民
生工程，充分利用公安大数据和郑州警民通
政务服务平台，全力打造服务型公安机关，并
于今年 5 月 9 日正式向社会推出了第一批涉
及治安、交警、出入境、消防等多个警种的 93
项“就跑一次”办结的业务，让社会各界零距
离享受便捷服务。

重视“放管服”改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从理念到行动，从上到下，全省公安
机关一直在努力着。

2017 年 9 月，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舒庆
在厅党委扩大会上要求，要坚持不懈地抓好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户籍制度、居住证制度

等“ 放 管 服 ”
举 措 ，切 实 增
强 人 民 群 众 的
安 全 感 和 满 意
度。

2017 年 10 月 11
日，在接受采访时，
舒庆再次强调“大力
推进各项公安‘放管服
’改革举措的落实，全面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
步推进河南公安互联网+
便民服务平台 3.0 建设，努
力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进一步规范办事程序、优
化服务流程，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

“要时刻不忘初心，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终身坚守入党誓词，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从人民群
众满意的事情做起，从人民群众不满
意的地方改起，真正把公安工作做到
老百姓的心坎上”……一年来，河南公
安机关在省公安厅党委关于“学习弘扬

‘红船精神’，把公安工作做到百姓心坎
上”的决策部署下，连续推出 4 批便民举
措，办好服务群众的实事，有效提升了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一年来，河南
各地公安机关积极
适应人民群众对高
品质公共服务的新
需求，坚持寓管理于
服务之中，密集推出
便民惠民举措，不断

优化服务管理流程、提
高服务管理效能，进一步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舒
适度，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2017年11月4日，郑州市公安局在全

市公安机关掀起了“践行十九大 民警听民
声”主题活动热潮，通过向广大市民发放调
查问卷的方式，诚挚邀请社会各界为郑州公
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把脉问诊”。

2017 年 12 月 2 日，沁阳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车管所民警和沁阳市机动车驾驶员体
检中心工作人员来到该市西万镇邘邰村，为
符合条件的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办理摩
托车办证服务和驾驶人体检、照相等业务。

2017年12月19日至20日，永城市公安
局邀请群众当评委，组织辖区群众对全市
33个派出所进行观摩巡查。被观摩派出所
向参与群众报告工作后，群众评委现场提
问、现场打分。

2018 年 5 月 8 日，省公安厅推出第 4 批
河南公安改革惠民十项举措。推出居民身
份证发放领取短信提醒服务；为无合法稳定
住所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设立公共户
口；设立中小学幼儿园执勤“护学岗”；推行
邮政网点代办公安交通管理业务；缩短赴港

澳地区或者台湾地区 7 个工作日的签注签
发时限……在此之前，省公安厅已连续推出
了3批共30项公安改革惠民举措，且全部落
地见效，群众办事时间缩短、成本降低。

2018年5月9日，郑州市公安局近千名民
警在绿城广场举行“就跑一次”誓师大会，正式
向社会推出了第一批涉及治安、交警、出入境、
消防等多个警种的93项“就跑一次”办结业
务。

在密集推出各项便民利民举措的同
时，全省公安机关也注重向科技借力，补充
警力，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相关事项
的办理。河南公安“互联网+”便民服务平
台自 2015 年 11 月正式上线运行以来，实现
了治安、户政、科技、消防、出入境、交警等
289 项公安业务的在线办理、在线服务、网
上公示、在线查询，实现了全省户政入户、
变更信息、迁移、注销等 29 项业务随时随
地办理，生效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
定文书网上公开及查询、保障公民知情权
等功能。截至 2017 年底，河南公安“互联
网+”便民服务平台注册用户 2689 万人，累
计访问亿次，为群众提供各类服务 5206 万
件，为全省群众搭建了一个 24 小时不打烊
的“网上公安局”。

2018 年 5 月 19 日，在全省公安机关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9”重要讲话
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舒庆再次提出，要把

“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入脑入心见行动，
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切实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护安
全、保稳定、促和谐的各项工作中，不断开创
河南公安事业新局面。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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