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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转变

职能，做群众最‘盼’的事，抓群众

最‘怨’的事，帮群众最‘难’的事。”

12月28日，就我市探索受理分离新
模式，以“放”简政、以“管”护安、以

“服”暖心，全面铺开“一窗”分类受

理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

革协调小组组长景劲松接受记者

采访时，铿锵有力地说。

问：大潮涌起，风正帆悬。近

年来，南阳紧抓转变政府职能这个

“牛鼻子”，如火如荼地开展了“放

管服”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而此次“一窗”分类受理工作的帷

幕拉开，更是标志着全市“放管服”

改革开启了新征程。请问，我市为

何如此锲而不舍、动真碰硬地推行

“放管服”改革？

答：为公、唯实、利民，秉承“放

管服”改革的初心，我们发起了这

场刀刃向内、面向政府自身的自我

革命，成为政府继续推进改革、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利器。具

体来说，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

是“放管服”改革推动了政府职能

大转变。全面梳理规范市级“三级

十同”审批服务事项953项，推进审
批服务“三集中、三到位”，探索“无

差别全科受理”，加快实现企业和

群众办事从“找部门”向“找政府”

的转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提

供公共服务，促进了依法行政、廉

洁从政，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和执行

力。二是“放管服”改革促进了经

济发展高质量。深化“多证合一”，

开展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不超过4天，比国务院、省规定要
求分别压缩4.5天、0.5天。建立容
错纠错机制，实施企业登记“审核

合一”，破除各种束缚创新发展活

力的桎梏。截至11月底，全市共新
登记各类市场主体84273户，同比
增长 16%，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达
440499户，好于年初预期。 三是

“放管服”改革增强了人民群众获

得感。聚焦影响企业和群众办事

创业的堵点、痛点，推进审批服务

便民化，减证明，减材料，营造权利

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环境

条件，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新需求，审批服务改革专项

评估群众满意度达90%以上，得到
了较高认可。

问：从“一门进”到“一站式”，

再到“一窗办”，“放管服”改革拨开

重重迷雾，路径逐渐明晰，措施愈

发精准。请问，“放管服”改革的精

髓是什么？

答：所谓“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我们遵循“三步走”战略（第

一阶段6月底前市本级和试点县区
政务服务事项要物理集中“最多跑

一次”，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

务”；第二阶段2018年底前实体政
务大厅全面实现“一窗分类受理”，

网上政务服务应用全面提升；第三

阶段2019年底前全面实现网上全
流程办理，达到“网上办事为主、大

厅办事为辅、自助办事为补”目

标），聚焦四点，努力打造发展新形

象。一是“受审分离”，引领行政审

批“集约化”。“受审分离”改革是今

年的重头戏,通过审批资源整合，审
批部门从繁重的日常窗口接待和咨

询服务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

抓审批。二是推行“一窗通办”，窗

口人员实现“全能型”。市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牵头综合窗口整合组建工

作，建立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统一窗口出件的服务模式。工

作人员从“单项运动员”向“全能运

动员”转变。三是推行“量化考核”，

政务服务水平“星级化”。以“表彰

先进，鼓励后进”为目标，以“监督指

导和量化考核”为手段，通过对前台

收件转办、证照发放等工作实行标

准化管理，实现窗口业务办理时间

大幅缩短。

问：我市勇于担当、敢于探索、

善于创新，聚力“放管服”改革，亮

点频闪、捷报频传。请问，此项工

作在哪些方面被赋予新内涵、绽放

新光彩？

答：“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
道。”我们围绕“放”“管”“服”做文

章。一是放得开。简政放权，实现

“六个一”。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

半、项目审批时间再砍一半、政务

服务一网办通、企业和群众办事力

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凡

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

取消。同时加大“五减一优”减环

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减中

介、优流程力度，最大限度利企便

民。目前，市本级累计压缩办理时

限9305天，压缩比例达到50.68%。
这些虽然让政府“伤筋动骨”，但也

要强力推进，让利于民。二是管得

好。放要删繁就简、放出活力，管

要重导强督、管出动力。今年以

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整合成立南阳市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我

任组长，配强5个专题组、4个保障
组，建立周例会制度，每周研究解

决问题，挂单推进。健全工作机

制，做好人员、制度、考评三保障，

确保高起点定位、高标准打造、高

质量落实。实行“事初、事中、事

尾”的“三提醒”，固定专人每日向

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发送政务服

务成绩单，倒逼责任落实。加强领

导，强化督查，通过管得严，实现放

得开，以管促放，确保管出公平、放

出实效。三是服得优。在“服”上，

我们搭建平台、精准服务，营造良

好生态。建立“互联网+政务服务”
服务体系，变“群众跑腿”为“信息

跑路”，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实

现“放管服”改革从“重数量”向提

高“含金量”的转变，让市场在松绑

除障中释放活力，让群众在办事找

人里感受便捷。

问：此次“一窗”分类受理启动

仪式，是我市持续深化“一网通办”

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

节点。请问，这项工作取得了哪些

成效？

答：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我

们以“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

次”改革为抓手，对准发展所需、基

层所盼、民心所向，取得了新突破，

整体进度位居全省前列。一是互

联互通，实现“一网通办”。电子政

务外网实现市、县、乡三级深度覆

盖，44个市直部门、12个县（区）全
部接入网上办事大厅（南阳政务服

务网），并实现了与河南政务服务

网深度对接，市、县两级“网上可办

率 ”达 100%，“ 一 网 通 办 率 ”达
95.02%，分居全省第一、第二，超前
超额完成省定 70%、市定 80%目
标。二是应尽必进，实现“只进一

扇门”。市级具备审批服务职能的

44个部门共953个事项，应入驻大

厅42个部门930个事项，入驻率、
“一窗分类受理”率均达97.6%，已
实现“应进全进”。三是应减必减，

全力实现“最多跑一次”。全面清

理各类事项证明，去年以来，共取

消 222项，保留 18项，证明减少
92.5%。在全省“三级十同”过程中
压减办事材料29.98%的基础上，市
级开展“五减一优”工作，再次压减

材料1680份，压减23.23%，合计压
减53.21%，超额完成年底前减材料
30%省定目标。“最多跑一次”事项
实现率76.43%，市级40个、县级30
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让

企业和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

问：“放管服”改革越是深入，

越会触及更多利益和矛盾，遇到更

多难啃的“硬骨头”。下一步，我市

将如何以钉钉子、担担子、扣扣子

的精神，坚定不移地将这项改革向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推进？

答：简除烦苛，很难一蹴而

就；转变职能，需要久久为功。

在新一轮改革征程上，我们将继续

深化“放管服”，书写改革新答卷。

一、压实责任链条。市“放管服”协

调小组负责牵头抓总。市政府办

公室紧盯时间节点，指导协调、督

促，推进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市直

各部门在做好事项进驻的基础上，

要加快事项办理，提高审批效率。

各县（区）要加快推进“一网通办”

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紧扣节

点，抓好线下线上工作任务落实。

二、加强协同联动。各级各部门要

加强与省、市有关部门的工作衔接

和政策对接，建立健全层级之间、

部门之间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完善

配套措施，形成强大合力。各级各

部门、单位形成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分头抓、业务部门

具体抓的工作格局，完善日晒成

绩单、周通报和例会工作机制，

确保顺利深入推进。三、狠抓督

查问责。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劲头，出实招、见实效。市

“放管服”办要会同市作风整顿

办，把“放管服”改革各项举措

落实情况作为督查重点，不仅要

督查县 （区），也要督查各部门，

以政府职能的“靓丽转身”，有力

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不断增进人民福祉。③6

改 革 深 处 红 利 多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

小组组长景劲松就“一窗”分类受理工作答记者问

本报讯 （记者任华裔）12
月 28日，全市审批服务“一
窗”分类受理启动仪式举行，

标志着我市“放管服”改革掀

开了崭新篇章。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市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

组长景劲松出席并讲话。

今年以来，全市在深化“一

网通办”前提下进行“最多跑一

次”改革，减环节、减材料、减时

限、减费用、减中介、优流程，形

成了 8大类 10个功能区的“一
窗”分类受理新格局，初步做到

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

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方便企

业和群众办事。景劲松在讲话

中 要 求 ，要 继 续 夯 实 改 革 基

础，统筹推进改革延伸，做到

真联、真通、真办，圆满完成改

革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③7

推进“放管服”改革

启动一窗受理 切实利企便民

本报讯（记者魏巍）12月26
日至28日，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
副主任邢利民一行到我市开展

茶产业发展及有关立法情况调

研。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耕、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荣阁参

加调研。

邢利民实地察看了桐柏县

的清淮茶业、丹峰山茶业、桐柏

红茶业等企业，以及程湾种植基

地、国营桐柏茶种场等茶园，召

开座谈会听取汇报。邢利民指

出，南阳茶产业基础好、市场大，

科技进步贡献率高、发展前景广

阔。要进一步做优茶品质，叫响

茶品牌，建立完善茶的评判标

准，提升整体实力，稳固推进茶

产业发展。引入现代经营管理

理念，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产

品结构，深入挖掘茶文化底蕴，

将茶产业与旅游、康养相结合，

扩大规模，拉长链条，让茶产业

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有力

支撑。③8

调研茶产业发展

提升茶叶品质 叫响名优品牌

本报讯（记者任华裔 陈大

公）12月28日，南阳市第七完全
学校工程开工奠基仪式举行。

市领导郭斌、阿颖出席。

该项目位于南阳市经十路

东侧，占地面积455亩，总投资5
亿元，设7320个学位。副市长阿
颖在讲话中指出，希望高新区周

密部署,扎实做好工程的组织管
理和服务协调。市直有关部门

密切配合,强化服务,营造良好环
境。施工单位科学施工,抢抓工
期,确保工程进度。监理单位牢
牢把握工程质量这条生命线,确
保工程质量过关。通过大家的

共同努力,把南阳市第七完全学
校建成全市人民满意的“阳光工

程、放心工程、精品工程、廉洁工

程”,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答卷。③7

市第七完全学校开工

建成精品工程 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讯（记者李佩佩）12月
28日，副市长戚绍斌带领市直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我市部分养

老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进行督导检查。

戚绍斌一行先后到毛庄社

区民济养老院、和庄社区福鑫

缘养老院、康宁养老院、乐如

家养老服务中心等处，重点查

看养老场所的建筑合法性、消

防器材配备、自动消防设施运

行、安全出口、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标志等。戚绍斌指出，

各级各部门和养老机构要各司

其职，加强配合，完善各类措

施，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开展自查自纠，加强安全

隐患排查，及时整改，不留死

角，不走过场，坚决防范和遏

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为老人

们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

环境。③8

整改养老场所消防安全隐患

营造舒适环境 安享幸福晚年

本报讯（记者张提）12月28
日，副市长谢松民带领市直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中心城区药

品生产企业和燃气(危险化学品)
供应企业，就安全生产工作进行

暗访检查。

谢松民一行不打招呼、不听

汇报，随机抽取蓝图制药公司等

企业进行突击检查。谢松民指

出，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大，各

级各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大暗

访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攻坚行

动，坚持问题导向，严密排查隐

患，限期整改到位。要切实增

强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全面

加强日常监管，持续强化重点

监管，隐患排查要无盲区，检查

标准要从严从紧，日常监管要

精益求精。要坚守安全底线，压

实工作责任，确保全市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③8

暗访检查药品和特种设备安全工作

从严从紧排查 精益求精监管

本报讯（记者李佩佩）12月
28日，市城乡规划委员会 2018
年度第三次主任会议召开。副

市长黄钫出席。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南

阳市方林中药饮片厂建设项目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康元粮油

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现状厂区用

地规划意见变更》《幸福家园商

住项目建筑设计方案》《两相路

以北、区间路以东建设项目建设

工程设计方案》《宛城区保障性

住房金色阳光安居小区建筑设

计方案》《中关村南阳科技产业

园中小企业加速器建设项目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等 6项议题，
就进一步完善提升相关规划提

出了具体要求。会议指出，建

设单位要按照会议审议意见对

设计成果进行修改完善，规划

部门和项目所在区要采取有效

措施，大力推进项目建设，服务

城市发展，努力将各项设计成果

落实到位。③8

完善提升规划

加快项目建设 服务城市发展
特约记者 杜福建 通讯员 汪博

她朴实热情，她干事风风火火，

她“巾帼不让须眉”，在基层最平凡

的岗位上，用女人柔弱的臂膀肩负

起扶贫攻坚的重任，她舍小家顾大

家，把自己当作扶贫村的一员，和老

百姓打成一片，她逢人便说“俺是朱

庄响潭人”，她就是桐柏县工信局驻

村第一女书记——田鑫。

2017年11月，作为桐柏县工
信局老干科科长的田鑫响应组织

号召，到桐柏县朱庄镇响潭村担

任第一书记，成为当时全县三位

女性驻村第一书记中的一员，从

此开始了驻村扶贫之路。为了尽

快了解响潭村的情况，她迅速调

整状态、转变角色，进村入户，

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谈心，聆

听他们的呼声。短短两个月，她

已全面了解村情民意。

响潭村位于朱庄镇东 7公里
处，13个村民小组的村庄分散在
大山深处，尽管多数村民已经解

决了温饱问题，但受因病致贫、

劳动力缺失等问题的影响，还有

一部分群众生活很困难。围绕精

准脱贫，田鑫综合研判每一户的

致贫原因，与驻村帮扶队员一

道，为贫困户深挖致贫“病根”，

逐户寻找“解病良方”。

田鑫坚信， 扶贫重要的是

“扶智”，只有让贫困群众认识到

掌握一门技能的重要性，才能更

有效地促进群众早日脱贫。响潭

村村民素有种植香菇的传统，但

是由于地处山区相对闭塞，优质

香菇仅限于在周边地区销售。为

了帮助群众打开销路、提高他们

种植香菇的积极性，田鑫联系县

商务局，对全村所有香菇种植户

进行电商培训，邀请农业技术专

家到贫困户家里进行技术指导，

确保村民增产增收。

“ 群 众 富 不 富 ， 关 键 看 支

部”。田鑫发现，基层党建相对薄

弱，村“两委”办公条件较差。

经过和村干部商议,并争取派出单
位工信局的支持，筹措资金为党

群服务中心购置了桌椅等办公设

施，新安装了空调，改善了村

“两委”的办公环境。阵地设施完

善了，村里的党员干部都愿意到

党群服务中心学习，村党支部的

正常工作得以有效开展，支部的

吸引力大大增强，工作得到普遍

认可。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田鑫，

不仅有不输男扶贫队员的干劲，

还多了女同志独有的细心和柔

情。她根据自己多年来老干工作

和妇女工作经验，对妇女儿童予

以更多的关爱。响潭村新集组16
岁的郭俊琪和13岁的郭俊蒙是两
个孤儿，平时跟随68岁的五保户
郭同敏大伯生活，田鑫经常利用

节假日走访慰问这两个孤儿，送

去一些学习用品，和他们谈心，

给两个孩子母亲般的呵护和关

爱。今年国庆节期间，她协助县

工信局举行“迎国庆助脱贫”校

服捐赠活动，为响潭村小学捐赠

校服 100余套，圆了孩子们的校
服梦。在她的努力下，响潭村还

建起了“爱心超市”，更好地引导

贫困群众自主努力，靠勤劳改变

命运，迎来美好生活。

田鑫在民情日记中这样写

道：“驻村是我无悔的选择，也是

我这辈子最宝贵的经历和财富；

虽然很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艰辛，但是看到村容村貌在一

天天地改变，村民的生活一天比

一天好，我觉得所有的努力和付

出都是值得的，真心希望响潭村

越来越好……”③4

真心帮扶的驻村女书记

兴水利
惠民生

入冬以来，方

城县开展筑坝、清

淤、砌石等水利设

施建设，掀起了兴

修水利的热潮 ③8

本报记者 范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