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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集中办理
助力“最多跑一次”

2019年，永城市行政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河南省、商丘市
及永城市“放管服”改革工作部
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努力为群众提供优
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据介绍，按照“应进必进”
的原则，进驻中心大厅的职能
部门有 37 家，部门进驻率
97.30%；进驻中心的政务服务
事项 1107 项，事项进驻率
78.12%。推进“一网”通办。永
城市梳理并发布政务服务事项
1417 项 ，录 入 完 成 率 达 到
100%，其中，行政权力事项
1213 项，公共服务事项 204
项，网上可办1294项，“一网”
可办率为91.32%。推进“一窗”
受理。

同时，按照“一窗受理、集
成服务”的要求，中心分类设置
企业开办、投资建设、社会事
务、经济民生和社会监管等5
类综合受理窗口共计 15个，

“ 一 窗 ”分 类 受 理 率 达 到
73.89%。根据政务服务办件量
梳理出的前100个高频事项实
现“最多跑一次”，基本实现企
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跑一次
是原则，跑多次是例外”。

在推进政务服务集中办理
过程中，永城市发改委、环保

局、林业发展服务中心等几个
窗口单位成效显著。其中，该市
林业发展服务中心窗口结合工
作实际，对窗口事项进行精心
梳理，减免办事材料、简化办事
流程、压缩时限，不断提升服务
效率，将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所需材料由原来的5项减为3
项，公示时间由原来的7天减
至5天；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
可证原来需要现场办理，后来
改为群众提供相关材料，通过
河南政务服务网，在家即可上
传相关材料、查询事项办理进
度，办结后由快递邮寄到家，实
现了“零跑腿”。为方便群众“一
次办结”，实行预约办理制度和
延时办结制度，提前制定填写
模板，方便群众办事；事项提前
告知，免得群众跑空趟。

据了解，中心各窗口单位
根据日常业务办理情况，主动
出台新举措，最大限度方便办
事群众和企业，让“最多跑一
次”逐渐成为常态。

完善推进平台建设
提升政务服务形象

为完善政务服务一体化平
台建设，永城市投资900余万
元购置智能化大厅管理系统、
一窗受理云平台系统、电子证
照系统、中介服务系统、电子监
察系统、统一支付系统、统一物
流系统等七大软件系统和政务

服务一体机、叫号机、触摸式查
询机等硬件设备。升级改造窗
口硬件设备，更换电脑38台，
并配置高拍仪、评价器、身份证
阅读器等。目前，各项软件系统
已部署完成，硬件设备基本配
备完善，正在调试中。

同时，中心加快推进“互联
网+监管”系统建设，积极做好
监管事项清单梳理编制和数据
录入工作。目前，该市“互联网+
监管”数据归集事项主项数646
项，主项覆盖数414项，覆盖率
64.09%，并完成2019年以来监
管存量数据的推送工作。

2019年以来，中心多举措
提升政务服务形象，着力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政务引
导员制度。一层和二层大厅分
别设有2名政务引导员，为办
事群众提供咨询和引导服务。
中心还建立了红色代办员制
度，组建了红色代办员队伍，平
均每天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
次，受理业务30余件。

此外，中心定期开展业务
知识培训和政务礼仪培训，着
力提高服务能力和规范服务方
式，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应、
走有送声，切实提高了群众满
意度。

深化改革不止步
释放发展新动能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
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
提升竞争力。中心将进一步深
化“放管服”改革，释放发展新
动能，创造更优更好营商环境，
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配合完善全省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及时跟进整合
各类办事服务平台，实现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和整体联动；充
分发挥电子监察系统作用，加
大对政务服务事项运行全过程
的网上监察力度，确保政务服
务事项公开透明运行；归集电
子证照数据，组织有关单位将
有效期内所有类型证照的照面
数据推送至省级电子证照系
统。借鉴商丘市“一窗受理”实
践经验，探索建立永城市政务
服务“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新模式。
构建中心规范化管理长效机
制，建立业务工作周例会制度、
卫生综合评比制度、纪律业务
双巡岗制度、月度绩效考核制
度，个人得分成绩与每月工资、
年终总成绩评先评优、职位晋
升等挂钩，鞭策各窗口单位工
作人员尽职尽责，热心服务。

2020年，中心将以新大厅
搬迁为契机，集中解决部门、事
项进驻不完善的问题，实行“前
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同
一窗口出件”的服务模式，并通
过软硬件设施的配备和应用，
切实实现线下“只进一扇门”、
现场“一窗通办”、“最多跑一
次”，不断提升实体大厅便利
化、服务水平智能化。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永城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袁国豪 李英 文图

“今天事情办得很顺利！”“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
满意，点赞！”“服务好，效率高，跑一次就能办成事，心情
真不错！”……

1月3日，在永城市行政服务大厅，从群众一句句简
单热情的评价中，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深切感受到了
永城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后带来的惊喜与变化。

本报商丘讯 近年来，
商丘市睢阳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指引，紧紧
围绕全局性中心工作和卫
生健康工作目标，促进了卫
生健康事业的持续发展。据
悉，睢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在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
中取得较好成绩，持续保持
了国家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先进单位、省卫生先进单位
称号，通过了国家慢性病综
合防治示范区验收、省级规
范化卫生监督机构初审。

据介绍，为认真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睢阳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采取集中学、自主学、讲
党课、研讨交流等灵活多样
的方式，强化政治理论学
习，做到有学习计划、有学
习资料、有学习记录、有心
得体会。把党建工作与卫生

健康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
署、同落实、同检查，列入年
度工作考核重要内容。进一
步规范基层党组织“三会一
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进一步得到提升。

在推进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中，睢阳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深入开展城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建立医疗服务
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以商丘
市第四人民医院为试点开
展现代医院管理建设工作。
通过远程会诊、实地帮扶等
措施开展医联体建设。实施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品
销售“两票制”，药品全部进
行网上采购，并实行零差率
销售，严禁标外采购。积极
引导区内符合条件的一级
医院开展二级医院等级评
审，逐步走向规范化、系统
化、标准化，全面提升医院
的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

商丘市睢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建引领卫生健康事业
持续发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曹永宏

商丘市中心医院
举行“孕享新生 喜迎新年”
主题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实习生 陈曼

本报商丘讯 为更好地
保障围产期孕妇、胎儿、新
生儿的健康安全，1月4日，
商丘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在
该院五楼会议室举行“孕享
新生 喜迎新年”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从一段欢快
的舞蹈拉开序幕，商丘市中
心医院妇产科主任王艳丽
和护士长王丽带领孕妈妈
先一起做“新年乐陶陶”开
场运动舞，并向到场的孕妈
发放“红包”。随后，该院妇
产科主任王艳丽和护士长
王丽给现场的孕妈妈准爸
爸们讲解了“产房那点事，
科学分娩不难”等相关课
程，课程中她们分享了孕
期、分娩期、产褥期三个不
同时期可能遇到的问题并
进行现场指导。整个授课过
程孕妈及准爸爸听得都非
常认真，不时将重点内容进
行拍照留存。

为了更好地让理论知

识和实际相结合，该院产科
主任医师、产房资深助产
士程春梅和陈金带领孕妈
们进行情景式分娩预演，
现场抽选了一位准爸爸配
合产房助产护士给大家演
示产房那点事，产科医生通
过模拟入院、待产、分娩预
演过程，并对每个过程进行
科学解说，为什么这么做，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让孕妈
对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正
确的认识。其间，配合助产
士“接生”的准爸爸，用肢体
动作生动地表现了孕妈的
生产过程，夸张的表演活跃
了现场气氛，将本次活动带
向高潮。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摇
奖和有奖问答环节，送出
了婴儿小推车、多功能哺
乳枕、爬爬垫等奖品，三
轮颁奖环节在授课过程中
穿插，让活动在轻松的气
氛中进行。

在永城市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始终保持微笑高效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