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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机关
职能流程效能化再造、规范县乡属
地管理品牌化建树和党政议事协调
机构规范化运行，精准发力，探索创
新，扎实做好机构改革“后半篇”文
章，促进了部门内部、部门之间职责
运行优化协同高效，为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基层社会治理和重大项
目攻坚增添了新活力。

推进流程再造创新，
激活机关效能“整体脉络”

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紧扣服务对象的操心事、烦心
事和揪心事，2020年5月在全市组
织实施了以部门（单位）内部流程扁
平化、部门之间横向流程协同化、上
下级之间纵向流程贯通化、单位职
能运行精细化为核心的机关效能革
命，顶格推进压减办事环节、压减办
事时限、压减办事材料“三个压减”，
精细编制部门职责任务清单、权责
清单、职责边界清单“三张清单”，健
全畅通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职能
运行监管机制“两项机制”，部门（科
室）履职尽责更加充分到位，担当作

为更加积极主动。
截至目前，市政府35个部门优

化流程减少环节621项，精简手续
418项，实现跨部门事项“一次办
好”比例达到80%以上，高于省定
标准10个百分点。

规范县乡属地管理，
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我市把规范县乡属地管理纳入
全市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全科大网
格”工作体系，投资1000多万元建
设四级融合联动平台，把县乡属地
管理事项清单由原来52项扩大到
150项，做到应纳尽纳；对全市遍布
城乡6530个网格中的15156名网
格员赋予相关职责，延伸基层治理
触角，实现了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快
速响应。

今年1—10月，全市规范“属地
管理”事项呼叫数量1659件，办结
率99%，绝大多数矛盾纠纷在基层
得到及时化解，基层减负获得感明
显增强。规范县乡属地管理成为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效载体，
成为基层干部减负、防止责任甩锅

的服务品牌。

清理议事协调机构，
激活机关生态“一池春水”

我市坚持“真议事”“议成事”标
准，聚焦压减总量、控制增量、重在
规范，加大清理规范市级议事协调
机构工作力度，严格设立条件，明确
保留范畴，精简组成人员，规范工作
程序。通过规范清理，市级议事协
调机构由305个精简为137个，压
减率55%，实现了议事协调机构总
量大幅压减，从源头上减少了领导
开会多的问题；对每个议事协调机
构成员进行“瘦身”，数量控制在
10-15人内，避免部门负责人陪会
多的情况发生。同时，制定了党委
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规则及办事
机构工作细则，以规则的制度化促
进议事的规范化，实现了部门之间
在重大工作协调上高效协同联动。

深化开发区机制改
革，激活经济发展主战场
“脉动”

今年，我市在搞好“两剥离一加
强”构筑开发区体制机制“四梁八
柱”基础上，聚焦高质量运行持续发
力。建立“开发区吹哨、属地单位报
到”机制，依托社会治理“全科大网
格”信息系统，打通开发区与属地政
府及镇街联系渠道，形成了“开发区
有呼叫、属地单位有响应”的工作联
动机制。完善开发区管委会与属地
政府和乡镇（街道）协调配合、定期
会商机制。

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原则，
我市加强对开发区水资源、油气等
市场要素的保障。对涉及开发区社
会事务督导检查评比考核以及召开
会议、材料报表等事项作出明确规
定，严格对照市属开发区剥离职能
目录，界定好责任主体，明晰到应该
承接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区县有关
部门和镇街，不能简单推送给市属
开发区办理。改革使开发区进一步
聚焦主责主业，焕发了生机活力。
1-8月份，全市省级以上开发区新
建续建项目165个，实际到位资金
249亿元，比去年翻了一番；实际利
用外资2.1亿元，同比增长66.9%。

我市党政机构改革打好“组合拳”激发新活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伟伟 通讯员 张锋 王大恺 杜建民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贺梁 报道）为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统筹政务
服务改革创新，瞄准一次办好目
标，全力打造办事时间最快、成本
最低、服务最优的政务服务体系，
惠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工作
思路，强化目标措施，积极推动行
政审批服务工作再提速。

推进“一网通办”，完善全方
位政务服务架构。向全社会公布

“一网通办”涉及县级依申请类政
务服务事项清单595项，为企业、
群众网上办事提供指引。梳理县
直部门政务服务事项6523项，网
上可办率达到97.36%。14个镇
（街道）、109个社区梳理各类政务
服务事项7374项，全部完成网上
流程配置。指导县直33个部门单
位对新认领的事项、业务流程变
更的事项及时完成网上流程配
置，收到的网上咨询确保在3个工
作日内完成回复。

优化工作流程，打造“一窗
式”审批模式。对接政务服务“好

差评”系统，实现“一事一评”，窗
口运行以来线上线下共办件1872
件，群众满意率100%。安排专办
员负责企业登记事项审批，让群
众“即来即办”，执照“立等可取”，
办照“零成本”“零等待”。缩减审
批材料流转时间，需现场勘查的
行政许可事项经现场勘查符合法
定形式后，立即核发证照结果文
书，平均压缩时间70%。

强化帮办引导，打造“一链
式”服务体系。推进“一业一证”
和“一链办理”改革，政务服务网
上线35项“一件事一链办”主题事
项，发出行业综合许可证33张，涉
及12个行业，行业覆盖率60%。
为244家企业和群众提供全程帮
办代办服务，提供帮办代办、现场
服务300余人次。午休、假日期间
安排专人值班，确保服务24小时
不打烊，为34家企业和2000余名
群众提供延时、预约服务，3名专
办员协助47户市场主体通过“秒
批秒办”智能审批系统登记。

下一步，惠民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继续强化责任落实，转变
提升服务意识，多措并举、强力推
进，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和企业的
办事需求，着力打造“审批在您身
边，服务在您心间”的特色品牌，
不断提高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贡献力量。

“一网一窗一链”
惠民行政审批服务再提速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
军 通讯员 罗易 报道）反电诈志愿
者联盟成立4个月，微信永久封号
357个，微信短期封号1278个，QQ
封号1243个，电信诈骗发案环比下
降10.17%——11月14日，滨州市
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
称开发区警方）交出了这样一份成
绩单。

反电诈志愿者联盟是开发区警
方借鉴外地经验，于7月10日组织
成立的，联盟发动全体民警、辅警、
村警、网格员以及一切可以发动的
社会力量，对各类购物群、广告群、
行业群内发布刷单、网贷、投资类诈
骗广告的微信号、QQ号进行投诉
封号。

为鼓励更多人参与进来，实现
联盟长期有效发挥作用，开发区警
方承诺，在全市范围内，无论是QQ
还是微信号，只要成功封号一个都
奖励10元。11月14日，开发区警
方对志愿者队伍和辅警队伍中的
10名优秀分子，分别给予了1000
元至200元不等的奖励。

志愿者王旭良在过去4个月里
成功封号100多个。他说，掌握了对
付骗子的方法，能帮助更多人不再受
骗。工业园区派出所辅警李振华活
跃在各个微信群、QQ群，成功举报并
永久封涉电信诈骗微信号、QQ号24
个。他说，在与骗子斗智斗勇的过程
中，自己积累了丰富经验。

随着工作的有效开展，越来越

多的民警、辅警以及志愿者积极响
应参与，及时在反诈联盟群中发布
封号战果、交流封号经验，全力挤压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
罪形势严峻，电诈案件呈高发态势，
占到了开发区刑事警情数量的接近
一半。2020年上半年，开发区共发
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67起，比去年
同期上升39.58%，造成损失231.67
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38.78%。
从办案特点来说，大部分电信诈骗
团伙使用的服务器在境外，破案难
度大，群众受损失后很难追回。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
员、公安分局局长张金锁说：靠前一
步、主动作为，用10元就能防止群

众被骗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同时节
约了办案成本，我们认为这钱花得
值。

开发区警方的判断来源于实
践。今年上半年，开发区警方辖区
某大型企业发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4起，工人被骗65万元。下半年，
开发区警方对该企业加强指导，吸
纳该企业加入反电诈志愿者联盟，
在保证隐私的情况下，通过身边案
例提高工人警惕性。下半年至今，
该企业仅发案1起。

今后，开发区警方将在下辖的
四个派出所范围内分别成立四个战
队，加强封号数、涉案金额等数据的
差异化考核，深化推进公安机关基
层反电诈工作。

开发区警方反电诈联盟成立4个月封号近三千个

●11月16日，山东省无棣埕口（鲁冀界）至沾化高速公路通车活
动在沾化北收费站举行。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其峰，省交通运输
厅二级巡视员、公路处处长张玉宏，副市长曹玉斌，强荣控股集团总
裁曾台安参加活动。

11月14日，位于阳信县洋湖
乡张杨村的英昕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里，多种蔬菜长势喜人，丰收
在即。

多年来，示范园负责人赵英
一直致力依靠农业科技，打造绿
色生态、现代高效农产品基地，助
力当地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村
里有10多户贫困户在示范园里务
工，不出村每天就可以挣七八十
元，村集体每年也能增加2万元收
入，真是一举多得。”张杨村党支
部书记王文祥说。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林
世军 劳淑芳 隋付丽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刘娜 报道）近日，滨州市总工
会授予邹平市行政审批帮办代办
服务中心窗口“工人先锋号”荣誉
称号。

从 2019 年初开始，邹平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就对投资项目开展
帮办代办，建立“扁平化工作专班”
作战模式，一个项目一个专班，局
长担任专班组长，分管副局长任副
组长，科室骨干为成员，压缩决策
层级，扁平化工作步骤，专班力量
全面靠上，为土地、规划、建设、安
全、环保等手续制定清单，明确流
程，形成“一企一策、一项目一策”，
挂图作战。针对相关法律、当地法
规、行业要求、审批步骤等方面的
疑问立问立答，能立即解决的问题
立即解决，能现场办公的绝不拖到
会后。对需要其他部门办理的，主
动牵头协调解决，全流程帮办到
底。从2019年至今，已累计成立

重点项目帮办专班66个，统筹推
进投资建设项目审批事项690个，
涉及资金1000多亿元。

获得肯定的同时，该局也发现
投资建设项目，特别是重大投资项
目手续办理涉及多个单位，项目要
想尽快落地，需要属地、相关部门
的通力合作，有的甚至需要跨层
级、跨系统多方沟通协调，仅凭一
个单位往往力不从心。同时，老百
姓办事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不懂
不会的问题。

一枝一叶总关情。为解决这一
系列“难堵痛”问题，该局在深化改
革上做文章，向辛勤付出要成果，以
刀刃向内的勇气自我革命，实施“全
领域、全流程”帮办代办，将帮办覆
盖面从投资建设领域扩大到政务服
务全领域、全流程，只要是政务服务
事项通通都能帮办，帮办单位也从
行政审批服务局扩大至所有镇街、
开发区和有关部门，形成了上下统

一协调、纵向联动、横向协作、业务
闭环的工作新格局。

服务面的扩大带来的是工作
量的激增，“人海战术”必定行不
通。为最大限度地节约群众“跑路
成本”和政府行政“跑腿成本”，同
时确保帮办需求有人帮、有人办、
办得快、办得好，该局创新推行“互
联网+帮办代办”服务模式，于今年
5月在全省率先建成运行“全领域、
全流程”线上帮办代办系统，形成
了“方谦六帮工作法”，满足了企业
群众线上帮（人不跑腿、信息跑
腿）、掌上帮（手机操作、随时随
地）、接力帮（各司其职、多对一服
务）、定制帮（根据需求、针对服
务）、跟踪帮（设置时限、预警提
醒）、贴心帮（吐槽找茬、满意为止）
等6大帮办需求，保证尽快办结、
办好。截至目前，邹平市已通过线
上线下两个渠道，累计帮办代办事
项3000多件。

邹平市行政审批帮办代办服
务中心配备了32人的专职帮办代
办服务队伍，负责牵头全市帮办代
办工作，线上帮办系统运行后，先
后分5批次对帮办代办人员进行
系统操作培训，提升帮办能力。全
市16个镇街和24个相关单位建立
了40支帮办代办队伍，实现三级
帮办代办全覆盖，为企业群众线上
帮办、代为跑腿，力争办事群众“大
事不出镇、小事不出村”，打通了政
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此外，他们还积极推进延时服
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等一揽子
服务新模式，延伸服务触角，全力
打造人性化、有温度审批服务模
式，累计预约、延时等服务1000多
次，免费邮寄证照 1202 件，送出
1172个价值760元的“企业开办免
费大礼包”，为238台农机上门挂
牌，让企业群众体会到了服务的温
暖与贴心。

邹平市帮办代办窗口获评市级“工人先锋号”
将帮办覆盖面从投资建设领域扩大到政务服务全领域、全流程

““晚收蔬菜晚收蔬菜””带动村民早脱贫带动村民早脱贫

以主动警务践行使命
为富强滨州保驾护航

（上接第一版）
小案连民心，小案不小办。

市公安局开展“清积案、控发案、
破小案、创满意”专项行动，将提
升盗窃、诈骗、故意毁坏财物、故
意伤害4类小案破案率作为全年
执法工作重点之一。截至目前，

全市公安机关小案办结率同比提
升了10个百分点，追赃挽损案件
986 起，挽回群众损失 270 余万
元，追回被盗赃物2800余件。在
专项行动的有力震慑下，全市盗
窃发案同比下降 19.87%。

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平安滨州建设水平
市公安局把推进基层基础攻

坚作为提升平安滨州建设水平的
重要载体来抓，扎扎实实打基础，
实实在在利长远。

今年以来，该局将基层基础
攻坚列为市公安局党委主抓的

“一号工程”，在省公安厅明确的
15项基层基础攻坚任务中增设18
个市级试点。

常态化开展“枫桥式公安派
出所”创建，制定加强新时代公安
派出所工作的实施意见，基本完
成派出所“五小工程”建设，在2个
城区分局试点“派出所吹哨、警种
报到”机制，在3家全国、全省“枫
桥式公安派出所”试点“一室两
队”警务运行机制，社区民警移动
警务终端配备率达到100%。

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安全隐患拉网式大排
查专项行动，查处各类重点交通
违法行为124.7万起，排查整改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50处，道路交通
事故万车死亡率全省最低。“平安
行·你我他”行动我市连续3年全
省考核第一，连续5年被评为全省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先进市。

集中登记挂牌电动自行车148
万辆，排名列全省第二。围绕烟花
爆竹、养犬管理等工作，推动实现地
方立法，《滨州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
办法》《滨州市城市养犬管理办法》
颁布实施。在线登记犬只11454
只，发放犬牌8079个，建成滨城区
犬只收容救助中心，中心启用4个
多月收容救助流浪犬200余只。

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全科
大网格”，依托城区“1+2+N”和农村

“一村一警务助理”社区警务模式，充
分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数据汇聚、信
息共享，全力提升网格化社会治理水
平。截至目前，网格员采集各类基础
信息20余万条，累计开展巡逻13余
万次，协助破获案件93起。

（上接第一版）

勤学苦练，队伍活力大幅提升
除了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

“局长项目”管理机制运行以来，
对于全局的人才队伍建设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队伍建设工作是我
们积极争取列入‘局长项目’清单
的。”邹平市税务局人事教育股股
长宋景东说，“看到在局长项目管
理机制下，全局重点工作纷纷见
效，我们也积极筹备，积极争取，
最终成为今年最后一个‘局长项
目’。”围绕干部培养，尤其是青年
干部成长，邹平市税务局提出打
造“三年砺剑”青春训练营，将全
局35岁以下青年干部纳入统一培
养。定期组织学习与考核，不断
提升干部素养。“我们每周四一整
天都是学习的时间。”青年干部牛
鲁旺介绍，“学习的内容，也都经
过严格设计，采取线上授课与线

下研讨结合的方式进行，目前已
将增值税的相关知识讲授完毕，
下一步将开展所得税的学习。”在
邹平市税务局，通过训练营的开
展，越来越多的青年骨干涌现出
来。“我平时从事的是行政工作，
但一直对税收业务有很大的兴
趣。训练营开始后，我坚持参加
学习，这让我在业务素养上有了
很大的提升。”今年在滨州税务系
统出口退税业务大比武中进入前
十名的刘颖颖说。

“建立‘局长项目’管理机制
的初衷就是推进工作落实。在工
作落实中提升干部的执行力以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工作落实中
实现各项税收工作的提质增效。”
邹平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耿
路忠表示。

邹平市税务局
实施“局长项目”管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