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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魏新
美）8月14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省委、省政府将于9月28日-30

日在济南举办首届山东儒商大会。
这是我省首次邀请遍布全球的

儒商精英、著名专家、各界名人，共襄
山东发展、共谋美好未来，预计将有
国内外三千余名企业家、创业者、专
家学者代表参会。大会以“大儒商道
至诚天下”为宗旨，以“新时代、新动
能、新儒商、新愿景”为主题。

大会期间，围绕新旧动能转换
“十强”产业，将举办11场平行论
坛，签约一批重大项目；举办山东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规划展；通过展示、互动，
让嘉宾体验山东乡土人情、特色美食
和传统民族工艺；17市也将在会前会
后举办特色活动。全省上下将积极营
造尊商、重商、亲商、助商的浓厚氛
围，强化观念转变和环境优化，支持
天下儒商来鲁创业。

据悉，儒商大会计划2年举办一
次。大会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
大会将建设“选择山东”云平台，采用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手段，为企业投资和人
才引进提供咨询、政策、信息、活动、
培训等公共服务，嘉宾可以在平台上
登记互动、发布信息、反映诉求。

首届山东儒商大会
将于9月28日-30日在济南举办

今年以来，安丘市积极转变政
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创新完善政务服务体系，仅用
50天完成“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大改革，实现流程再造和标准化，
方便了群众办事。

仅用50天完成

审批流程标准化再造

安丘市政务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主任唐永萍向记者介绍，
今年5月中旬，由安丘市政府办公
室、市编办、市政务服务办公室牵
头，联合市智慧办、法制办，以及
深度参与本次改革的发改局、住建
局、国土局、规划局等16个部门实
行集中办公，对涉及市直43个部门
单位的293项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全面
梳理，规范服务事项、再造审批流
程，实现了流程标准化。

具体做法：一是编制《“一窗
受 理 ” 事 项 受 理 材 料 标 准 化 手
册》。明确事项的申请主体、资格
条件、申报材料清单、办理时限等
要素内容，细化办理情形，全面清
理模糊语言、兜底条款，保证政务
服务事项要素、服务流程精准、清
晰，一目了然。二是规范政务服务
运行。着重规范前后台业务推送流
转机制，责任到岗，责任到人。实
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集中审批。
前后台人员可以通过平台对话框或
电话方式进行实时沟通。

前台综合窗口人员在政务服务
办公平台受理申请业务，收取、审

查材料，并通过平台将业务推送至
后台相关部门；各相关部门在接到
窗口推送业务信息后，即时作出回
复，超过1 0分钟未作出受理决定
的，视为同意并开始业务办理计
时；规范办理时限，严格按具体事
项办理时限完成踏勘、听证、审核、
审批(审查)、作出决定、制作结果文
书或证件并推送至出件窗口。所办
事项需纸质材料推送的，统一放入
前台受理文件袋，标明办理事项、办
事单位、材料目录、联系电话、流
转科室等，经办人签字确认。政务
服务规范有序，可考核。

据了解，新的政务服务体系自
7月2日正式运行以来，已取得初步
成效。截至目前，中心大厅共办理
业务1000余件，压缩办理时限45%，
压减材料50%以上，切实提高了群
众、企业办事的快捷度。群众满意
度半年测评列潍坊12个县市区第1

位。

智能化业务受理

24小时“不打烊”

8月6日下午5点30分，安丘市民
马金哥急急忙忙来到安丘市政务服
务中心，恰巧遇见刚刚加完班准备
下班的中心业务科长张海静。

“我想办理不动产过户业务，
不知道怎么个程序，多长时间能办
好。”马金哥说。因中心下午工作时
间是1点到5点，当时窗口工作人员都
下班了。张海静介绍，可以先在24小
时无人受理服务区进行材料预审，

这样次日早晨会更迅速办结。
马金哥跟随张海静来到大厅旁

边的24小时服务区，按照无人受理
的操作流程，将所带的材料放入无
人受理文件袋并存入存储柜。随
后，马金哥又按张海静的介绍，用
手机关注安丘红心政务微信公众
号，在此进行窗口工作时间段预约
排队，这样次日办理业务时就不需
要再排队。在张海静的指导下，马
金哥预约上了次日上午9点-10点的
不动产登记号。

8月7日上午8点，中心代办员收
到无人受理系统短信提醒，第一时
间将文件袋取出，到不动产登记服
务区17号咨询窗口进行材料预审，
马金哥办理过户仅提交了部分材
料，需要补充。中心代办员随即电
话通知马金哥携带补交的材料。

上午9点30分，马金哥到达中
心，提交了备齐的相关材料，用了
不到1 0分钟，顺利将过户业务办
结。

张海静向记者介绍，中心依托
省政务服务平台，开发了综合受理
平台，内置网上综合受理、预约办
理、无人受理等模块，不断提高政
务服务信息化水平。7月初，中心
专门设立了潍坊市首家24小时无人
受理服务区，配备电脑2台、高拍
仪2台、打印机1台和智能文件交换
柜40个。办事群众可以通过网上发
起业务办理或者把申请材料放入文
件柜，中心代办员定时查看，进行
材料预审、流转，实现错时服务。
对不需要拍照、签字环节的事项，

实现“不见面审批”；对需要现场
办理的业务，可通过智能文件柜存
取，由代办员帮助完成材料预审，
然后电话告知，解决群众因材料准
备不全“来回跑”的问题。

“针对商事登记领域服务事项
多地跑、重复跑问题，中心对商事
登记相关的公章刻制、税票领取、
银行开户等事项全部整合到中心大
厅，实现群众在大厅即可全部办
结。中心还在商事登记服务区设立
4名专业代办员，提供开办公司全
流程免费服务。目前，开办公司从
注册发证、公章刻制到税务登记确
认，1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张
海静说。

采访中，刚刚办理完新公司设
立业务的安丘市兴安街道蔺文龙告
诉记者，以前办这类业务，基本都
是委托中介公司帮忙办理，收费最
少400元，多则500-1000元不等，约
需一周时间才能办完。

常态化监督奖惩

促人员履职到位

唐永萍介绍，改革要取得实
效，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监管考核体
系作支撑。为此，中心建立完善了
常态化的监督奖惩机制，促使工作
人员转变作风，逐渐强化责任和服
务意识。

中心首先制定出台了窗口单位
工作人员选派轮换制度、考核办法
及窗口单位定期观摩制度，强化对
窗口工作人员的规范管理。创新开

展星级服务窗口创评、流动红旗服
务标兵评选以及窗口工作人员“十
不准”、政务服务问责、负面清单
通报等制度，在大厅设立了光荣榜
和曝光台，强化正向激励和反向鞭
策，以制度约束促作风转变。

中心还在大厅设立投诉监督
台，将考核监督业务科从后台搬到
前台，公布监督投诉电话，建立轮
流坐班、不定时巡查、投诉受理巡
查记录台账等机制，对群众投诉问
题即时受理、限时办结、现场答
复。通过完善服务评价体系，办事
企业、群众可采取现场评价器打分
或微信、短信反馈等方式，对窗口
工作人员服务质量进行评价。中心
每半年组织一次群众满意度测评，
并将结果作为考核和评先树优重要
依据。

另外，为了促作风转变，严格
督察问责。中心采取现场追踪、模
拟办事、暗访群众、倒查台账等方
式，不定期对政务服务工作人员行
政效能、服务质量、工作纪律等方
面进行明察暗访。对检查过程中发
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督
促整改到位。对不作为、乱作为、
慢作为、乱受理的，在全市予以通
报批评，并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

“对标大城市，我们还存在很
多差距，但只要始终坚持把‘群众满
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

‘服务便民’的理念贯穿工作始终，
相信我们的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唐永萍说。

在青岛工作的山中玉要在单位
办“五险一金”，但他在嘉祥县老
家入的“新农合”得先注销。

“新农合”如何注销，需要提
供哪些材料，常年在外的山中玉心
里并不清楚。前段时间，他计划请
假回家一趟，专门跑跑这事。

然而，山中玉没成行。“在微
信上问问政策，再打个电话就行
了。”听了父亲的一句话，山中玉
把票退了。原来，年初村党支部书
记送到山中玉家里的一张宣传帖上
有“锦囊妙计”。

今年年初，嘉祥县大张楼镇给
全镇11000多户村民家里都送了一张
“党员群众微助手”宣传帖，并由
各村的党员干部手把手教会村民使
用。这里的“党员群众微助手”，

其实是大张楼镇为转变工作作风、
提升服务效率，利用微信搭建的一
个为民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在这个平台里，大张楼镇7名
管区书记、49名村党支部书记、27

名镇直单位负责人的联系电话全部
公开，且设置了“你问我‘答’”“直
接电‘联’”等多个沟通栏目。平
台的受理范围包括党员群众遇到热
点、难点问题，对镇政府各部门办
事程序、政策法规和招商引资的咨
询、意见和建议，举报、提供黑恶
势力线索等。

“老百姓只要通过微信‘扫一
扫’就可以添加关注，随时可以通
过手机进行网上问政、信访举报、
提供扫黑除恶线索等。”大张楼镇
党委副书记荆培峰说，镇上还安排

专职人员对后台进行管理，把老百
姓反映的问题通过“大张楼镇党员
群众微助手限时办结通知单”及时
记录下来，并上报给镇主要领导批
阅，然后转交各部门负责人限时办
结。

“能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要求
立即解决；不能第一时间解决的，
要利用‘党员系列活动日’，召开
群众代表会议商讨解决；再不能解
决的，则由村所在服务区研究解
决。”荆培峰说，若服务区还解决
不了，镇党委政府就要召开党政联
席会拿出具体措施，并通过“平安
周例会”到村里公开解决。

大张楼镇人社所负责人杨永华
接到山中玉在“党员群众微助手”
上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把注销

“新农合”所需的材料和办理流程
详细地告诉了山中玉，并提醒：
“ 可 以 找 人 代 办 ， 不 用 亲 自 回
来。”第二天，山中玉委托其父亲
拿着材料来到镇人社所。不到半个
小时，工作人员就把所有材料录入
电脑，并上传到嘉祥县人社局信息
中心为其注销了“新农合”。

注销“新农合”只跑了一次，
山中玉有些惊讶，他没想到如今老
家乡镇上的办事效率会这么高。山
中玉的父亲很高兴，前些年“来回盖
章、按手印的折腾法”没了。

“之前，村民有事要到镇里来
办，只能委托村干部或者亲自去办
理，来回跑腿既麻烦又耽误时间。
如今设立‘党员群众微助手’平
台，村民打开手机就能及时反映问

题，并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回复，大
大节省了办事时间，提高了办事效
率。”荆培峰说，平台打通了镇党
委政府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环，真正
实现了不跑腿、少跑腿、解难题、
办好事，村民纷纷点赞。

截至目前，通过“党员群众
微助手”服务平台，大张楼镇先
后收到群众反映问题4 6件，其中
咨询类20件，政策类16件，反映问
题类10件，解决46件，满意率达到
100%。

设立潍坊市首家无人受理区，完成“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

安丘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
农村大众报记者 任治安 通讯员 刘久平

微信问政，一次到位
嘉祥大张楼镇搭建公众号平台为群众传话、办事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薛海波 张德峰 孙欣

立秋摘花椒，
白露打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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