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兆锋 肖会 杨国勇 焦松青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
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聊城市持续推
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推动聊城迈向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
投资环境优、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强的市。

聊城市政务服务中心作为综合性政务
服务平台，近年来，中心管理办积极落实
中央、省、市各项改革举措，以规范实体
大厅建设为基础，不断完善政务服务平
台、网上中介服务平台和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三大平台”建设，探索推进变“多头
受理”为“统一受理”、变“群众来回
跑”为“部门协同办”、变“群众跑腿”
为“信息跑路”的服务新模式。

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

“一站式服务真方便！”

“有了统一受理中心后，一个窗口能
办多个事，一站式服务真方便啊！”9月
27日，刚办理完餐饮连锁经营业务的李先
生说。

按照“应纳尽纳”原则，聊城市将74
个单位的343项各类服务事项纳入政务服
务大厅办理，同时持续推进行政许可“两
集中、两到位”，窗口现场办结能力显著
提升。目前，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审批环节
平均由2015年的5 . 3个减至4个，承诺时限
平均比法定时限缩短1/3。

创新是提高服务水平的原动力。2016
年9月29日，聊城市设立了统一受理发证
中心，245项行政许可事项承诺件先行先
试，全部由统一受理发证中心接件和发
证，由原来的“多头受理”变为“统一受
理”，将办事群众和审批窗口分离开，使
行政审批行为更加规范透明，行政许可线
上线下一体化程度大幅提高。已统一受理
5000多件。下一步，将按照《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进
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的意见》要求，在
10月底前全面实行“一窗受理”模式。

在市场准入领域，在“五证合一”的基
础上，推进“多证合一”。登记事项实行
“多证合一”，其他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并联
审批。9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实施“三十一
证合一”，对于被整合证照所涵盖的原有事
项信息，不再要求企业提供额外的证明文
件，使“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成为企业唯一
的“身份证”。已有113家新登记企业办理
了“多证合一”，激发了市场活力。

推行“订单式”服务，实行市场准入
“一条龙”。在医疗、教育、文化等社会
领域，及生育、养老、医保等民生领域，
按链条梳理事项，绘制审批流程图，编制
了《聊城市“菜单式”联办服务指南》，
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变“纵
向形审批”为“扁平形审批”，实行个性
化定制，“链条式”服务。

“互联网+政务服务”

群众最多跑一趟

为减少群众跑腿次数，聊城市不断创
新服务方式，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的条件下，率先明确了第一批市本级
148项“最多跑一次”行政许可事项，其
中12项可实现“零跑腿”，并相继实行了
网上预审、短信通知等举措，特别是今年
7月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上门取
件、证照送达“双向免费物流寄送”服
务，实现了足不出户、证照到家。近期聊
城市公安局“在限制禁止的区域或者路段
通行停靠机动车许可”（禁区通行证）事
项的申请人，已享受到这种便利。

2016年，聊城市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市
县一体的政务服务平台，被省政府办公厅
确定为全省平台建设工作的试点城市。市
县两级2936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平

台运行，同时集中对上网事项要素进行了
两轮次的全面梳理，实现了“同一事项、
同一标准、同一编码”。截至今年9月
底，市县两级累计办理各类事项22万余
件，各项运行数据居全省前列。

推进公共服务事项上网运行。在行政
许可事项规范运行的基础上，聊城市启动
了公共服务事项的梳理和上网工作，梳理
明确出公共服务事项市级611项、县级6930
项，并提前完成实施清单梳理编制工作，
确保按照省里要求，12月底前实现主要公
共服务事项上网运行，“打通群众办事最
后一公里”。

聊城市于2015年9月，率先建设了网上中
介服务超市，不断完善功能，率先在全省达
到了每类行政审批中介机构进驻不低于3
家。已累计进驻287家中介机构，对外提供58
项中介服务，完成线上、线下合同备案1498
件。同时，积极探索政府投资项目从中介超
市网上选取中介机构，有效防止了行政许可
过程中指定中介、服务垄断行为。

强本固元元

党建引领砺精兵

7月1日8：30，服务中心全体党员，在
聊城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党委书
记、主任李静的带领下，面对党旗重温入
党誓词。每周一次的“党员学习日”，是
聊城政务服务中心雷打不动的硬制度。多
年来，聊城市政务服务中心始终坚持以党
建引领夯实工作基础，形成了全体党员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风清气正党旗红
的干事创业氛围。

聊城市政务服务中心党委以党建活动
为载体，持续提升工作人员立足岗位为民
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中心党员一律“亮出
身份”接受群众监督，严格服务工作考
核，积极开展“争创共产党员先锋岗”
“红旗窗口”等评先树优活动。各支部积

极参与，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引领带
头作用，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性竞争
局面，有效激发了各支部党员干部的“争
先进位”思想，提升了集体荣誉感。

“党员是旗帜，党建是根基。正是通
过党建引领，让全体党员树了正气，增强
了信念，自觉地成为工作岗位上的一面旗
帜。”李静说。

“放管服”释放新活力。上半年，
聊城累计登记各类市场主体36 . 1万户，
同比增长12 . 34%；私营企业70240户，同
比增长3 1 . 1 6%，增幅列全省第3位；外
商投资企业467户，同比增长10 . 93%，增
幅列全省第1位。

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聊城：“放管服”释放新活力

①服务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在上专题党课。
②聊城市设立统一受理发证中心，245项行政许可事项承诺件先行先试。
③公安局窗口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办事群众通过网上申报办理“禁区通行证”，减少群众
跑腿次数。

□张军 刘琳琳 李瑞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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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秀萍 张全林 马宗辉

百项荣誉

为党旗增光添彩
在改革发展的大潮中，党建引领方向，

彰显力量。
“党建是医院科学发展的政治保障和

强大动力，对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推动
医院又快又好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聊城
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院长郭
敬春说。

今年建院65周年的东昌府区妇幼保健
院，按照“引领方向、凝聚力量、文化塑
德、打造品牌”的总体思路，持续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制度化，为医
院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思想政治
保障。

医院2012年顺利通过“二级甲等妇幼
保健院”评审，2013年成功建设成为“聊
城市产前诊断中心”，2017年医院成为全
市唯一一家取得分子诊断资质的单位，也
是山东省基因测序非试点单位唯一一家取
得该资质的单位。先后荣获“国家级巾帼
文明岗”“省级文明单位”等100余项荣

誉称号。

党建引领 凝聚发展动力

“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治，党组织兴则
医院兴，党员队伍强则医院强。”郭敬春
说。

近年来，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强化党建
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倾力提升服务品牌。

抓班子。区妇幼保健院党委始终把班子
建设放在首位，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根据医院科室特点，划
分了4个党支部，党支部委员全部为党员中
的模范中层干部和科室业务骨干，业务好、
党性强，能组织党员积极开展各项党内活
动，保障党委各项决议和任务的贯彻落实。
同时定期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部署党建
工作。

抓队伍。区妇幼保健院党委严格建设
“学习型”党组织，不断提升党员队伍整体
素质。

党建一盘棋 工作齐步走

区妇幼保健院党委切实发挥职能作用，

以务实的态度推动党建，以创新的理念提升
党建，以为民的宗旨开展党建，以有效的机
制保障党建，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进一
步提高，形成“党建一盘棋、工作齐步走”
的格局。

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
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在
顶层设计上自觉把党建工作放在各项工作之
首，制订了党委主体责任清单和纪律监督责
任清单，使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组织
化、制度化、具体化。转变工作责任，明确
党委班子成员是党建工作的“直接责任
人”，党务工作者是党建工作的“具体责任
人”，普通党员是党建工作的“直接履责
人”，人人肩上有任务。

区妇幼保健院党委在全市率先开展创建
无红包医院，与医药供销商和医务人员分别
签订“廉洁自律协议书、承诺书”，持续推
进门诊“三增一禁”等多项便民措施，开展
了共产党员先锋岗、优秀共产党员、十佳医
师、十佳护士等评选活动。

把党建与传统文化高度契合，是区妇幼
保健院的亮点。医院通过设置院内“三
线”，即法律高压线、党内纪律红线、道德
底线，防微杜渐，推进行风建设，并逐步形
成了“家、和、孝、廉、礼”五种文化因

子，推出了“道德讲堂”“文化标兵”等文
化阵地和品牌，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

技术服务提升

打造核心竞争力
区妇幼保健院秉承“明德精术、笃学致

远”的院训，不断提升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
质量，切实打造医院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
二孩政策放开后，区妇幼保健院提前谋划，
全面动员，合理调配内外两种资源，有效促
进全院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升，破解了
这一民生课题。

区妇幼保健院的儿童康复已成为全市品
牌，医院顺利挂牌山东早期发展示范基地，
成功申报国家级标准。高危儿管理更加规
范，三级妇幼网络更加完善，家长依从性，
早期干预率稳步升高，脑瘫致残率明显减
少。康复医院下设21个治疗室，在院治疗各
类病人近200人，门诊日治疗800余人次，外
县市就诊率41%。

2016年，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创造了妇
幼发展史上的新业绩：全年总服务129 . 62万
人次，住院分娩24395例，妇幼保健各项指
标运行良好，全年无孕产妇死亡病例，切实
保障了患者安全，在全省打响了妇幼品牌。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把党建工作摆上核心位置，倾倾力力提提升升服服务务品品牌牌

党旗领航风帆正

11 ..儿儿童童保保健健中中心心挂挂牌牌山山东东早早期期发发展展示示范范基基地地。。
22 ..成成功功创创建建为为国国家家级级PPAACC关关爱爱门门诊诊。。
33 ..顺顺利利开开展展““无无痛痛分分娩娩中中国国行行””。。
44 ..率率先先开开展展无无创创DDNNAA的的基基因因检检测测。。
55 ..购购置置全全市市首首台台妇妇婴婴急急救救车车。。
66 ..率率先先开开展展自自体体血血回回输输技技术术。。
77 ..率率先先采采用用荧荧光光PPCCRR技技术术开开展展耳耳聋聋基基因因检检测测。。
88 ..成成功功挂挂牌牌山山东东省省医医学学麻麻醉醉学学分分会会产产科科镇镇痛痛

技技术术培培训训中中心心。。
99 ..率率先先开开展展串串联联质质谱谱遗遗传传代代谢谢病病检检测测技技术术。。
1100 ..在在聊聊城城市市率率先先规规范范开开展展中中、、早早孕孕期期胎胎儿儿畸畸

形形系系统统筛筛查查，，早早孕孕期期筛筛查查将将部部分分严严重重的的胎胎儿儿发发育育
畸畸形形诊诊断断提提前前到到1111--1144周周。。

1111 ..腹腹主主动动脉脉球球囊囊封封堵堵术术成成功功在在产产科科应应用用。。
1122 ..成成功功挂挂牌牌山山东东省省超超声声医医学学工工程程学学会会理理事事单单

位位、、胎胎儿儿畸畸形形专专家家会会诊诊医医院院。。
1133 ..建建设设东东昌昌府府区区首首家家静静脉脉用用药药调调配配室室。。

1144 ..脐脐静静脉脉置置管管，，PPIICCCC置置管管，，新新生生儿儿亚亚低低温温和和
换换血血疗疗法法等等新新技技术术新新疗疗法法成成功功应应用用。。

1155 ..取取得得分分子子遗遗传传诊诊断断资资质质，，成成为为全全市市唯唯一一
一一家家取取得得分分子子诊诊断断资资质质的的单单位位，，同同时时也也是是山山东东
省省基基因因测测序序非非试试点点单单位位唯唯一一一一家家取取得得该该资资质质的的
单单位位。。

1166 ..率率先先采采用用多多重重链链接接PPCCRR技技术术开开展展染染色色体体非非
整整倍倍体体及及单单基基因因病病检检测测。。

1177 ..院院际际合合作作实实现现国国际际化化。。
1188 ..与与聊聊城城职职业业技技术术学学院院建建立立全全面面战战略略合合作作关关

系系。。
1199 ..成成立立““22001166东东昌昌府府区区妇妇幼幼保保健健院院助助产产士士班班””。。
2200 ..业业界界品品牌牌提提升升：：先先后后成成为为中中国国妇妇幼幼保保健健

协协会会理理事事单单位位、、中中国国妇妇幼幼保保健健协协会会青青年年委委员员会会
副副主主任任委委员员单单位位、、山山东东省省医医院院协协会会常常务务理理事事单单
位位、、山山东东省省妇妇幼幼保保健健协协会会理理事事单单位位、、山山东东省省妇妇幼幼
保保健健协协会会县县级级工工作作委委员员会会副副主主任任委委员员单单位位。。

二十大科教进步（2012—2017）

④④

⑤⑤

⑥⑥

11 ..成成功功创创建建成成为为全全市市唯唯一一一一家家二二
级级甲甲等等妇妇幼幼保保健健院院。。

22 ..顺顺利利成成为为聊聊城城市市产产前前诊诊断断中中
心心。。

33 ..建建成成全全市市最最大大的的儿儿童童康康复复医医
院院。。

44 ..实实现现1166层层55万万余余平平方方米米妇妇女女儿儿童童
医医疗疗保保健健大大楼楼的的顺顺利利搬搬迁迁。。

55 ..成成功功组组建建东东昌昌医医疗疗保保健健集集团团。。
66 ..院院党党支支部部顺顺利利升升格格为为党党委委。。

77 ..收收获获三三大大国国家家级级荣荣誉誉：：““国国家家
级级巾巾帼帼文文明明岗岗””、、““中中国国关关心心下下一一
代代百百城城万万婴婴示示范范院院””荣荣誉誉称称号号、、国国
家家级级妇妇幼幼健健康康优优质质服服务务示示范范县县((市市、、
区区))。。

88 .. 22001166年年住住院院分分娩娩达达2244339955例例，，全全
年年无无孕孕产产妇妇死死亡亡病病例例，，位位居居全全省省第第一一
位位，，全全国国前前列列。。

99 ..开开设设全全市市首首家家家家化化病病房房。。
1100 ..建建成成全全市市首首家家月月子子中中心心。。

十大发展成就(2012—2017)

④④每每年年““七七一一””党党员员开开展展红红色色补补给给义义务务献献血血活活动动。。
⑤⑤启启动动全全区区党党员员进进社社区区活活动动暨暨萤萤火火虫虫微微光光健健康康服服务务行行
动动，，该该项项目目荣荣获获山山东东省省公公益益项项目目大大赛赛铜铜奖奖。。
⑥⑥共共产产党党员员李李同同民民参参加加““献献礼礼十十九九大大,,共共铸铸中中国国心心””
健健康康扶扶贫贫阿阿坝坝行行公公益益活活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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