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鸡西市自我加压加快推进“最多跑
一次”改革试点工作，先后开展了 6次专
题座谈和“体验式”办事，摸清了群众办
事流程中主要存在的 3 大类 29 个方面

“漏点”“堵点”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
了市政务服务中心、密山市作为市县两
级试点单位，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
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模式，重点以
推进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领域、产业项
目投资等 3个方面改革为突破口，分级分
类分阶段带动全市行政审批事项和公共
服务事项改革同步推进。目前，已梳理
出进驻中心政务服务事项 187项，其中有
76项在“申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条件”
前提下实现了“最多跑一次”。目前，已
办理民政局、安监局、水产总站等行政许
可事项 101件。

“从来办事没有这么利索过……”地
处牡丹江垦局 856农场的宏燃药店老板

李燕萍，到鸡西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办
理执业药师注册证后，再也按捺不住自
己满意、激动的心情：“真没想到，现如今
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这么高、服务这么
周到！”

李艳萍的药店距鸡西市中心 170 公
里，3个小时车程，一个来回就得一天功
夫。“以前我办理执业药师注册证，至少
得往市里跑两三次，没有半月二十天的
办不利索。”她说，“这一次，我是 5 月 15
日到大厅送材料的，没用 5 分钟就办完
事回家了；第二天，大厅就通知我证件批
下来了；第三天，大厅就用快递把证件送
来了。”

“为了让群众少跑腿，我们各部门的

工作就得自我加压，不怕多费事。”市食
药监局药品流通监管科科长柴良介绍，
目前，该局将 3个部门的 5项行政许可审
批职能集约集中，整体进驻市政服务中心
实现“一站式审批”，确保“最多跑一次”。

据了解，鸡西市政务服务中心自去年7
月28日开通运行，已有27个部门和单位进
驻；另有 20多个没进驻部门和单位的业
务，中心专设了综合服务窗口负责受理。
目前，已梳理出进驻中心政务服务事项187
项，其中有76项在“申报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条件”前提下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该市组建考察组赴浙江省杭州市、
衢州市开展了“最多跑一次”改革学习考
察工作，确定了市政务服务中心、密山市

作为市县两级试点单位，研究起草了鸡
西市政务服务中心“最多跑一次”改革试
点方案，确定了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
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工作模式，
重点以推进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领域、
产业项目投资等 3个方面改革为突破口，
分级分类分阶段带动全市行政审批事项
和公共服务事项改革同步推进。目前已
累计受理各类事项 91131 件，办结 91019
件，办结率 99.88%。

鸡西市确定今年分三个阶段推进
市政务服务中心“最多跑一次”改革，
力争年底前达到标准。 2019 年在全
市推开，实现市、县两级“最多跑一
次”的目标。

推进“最多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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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鸡西上下按照省委和市
委安排部署，紧紧围绕“强素质、转作风、
优环境、创一流，树立鸡西形象”目标，扎
实推进深化机关作风整顿，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转作风优环境“鸡西速度”提档
□鹏飞 梁木 本报记者 孙伟民

5月 26日，达产达效后预计年销售
收入 20亿元、利税 2亿元的天和焦化项
目成功点火烘炉，为鸡西市打造“一都五
基地”现代煤化工基地绽放了“第一支报
春花”。

总投资 10.8亿元的天和焦化、天诚
镁合金项目是省级重点产业项目，也是
入住鸡西市煤化工产业园区 B 区大项
目。该项目2013年建设完成，但由于土
地出让金政策返还、报建手续办理、引入
资金、启动试车等方面存在尚未解决的
问题，影响了启动生产。面对项目“胎里
带的”的短板，鸡西市政府几次召开专题
会议推进“补短板”，相关部门主动上门
包保当好“店小二”。“经过梳理，仅补办
手续就涉及发改、工信、国土、规划、城建
等16个市直部门、34个业务科室。”项目
负责人徐昌伟董事长感慨：“作风的转
变，环境的优化，我们企业可谓是‘春江
水暖鸭先知’啊！”

中韩（鸡西）石墨烯产业园是鸡西市
打造“一都五基地”中国石墨之都的标志
性项目。LG集团企业入驻园区后，困扰
企业建设的用电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企业负责人表示真切感受到了快捷高效
的“鸡西速度”。对此，鸡西市有关部门
负责人介绍，鸡西市创新建立了“直通
车”工作机制，制定了《鸡西市政府服务
重点企业和产业项目建设“直通车”工作
制度》，第一时间解决企业发展难题。目
前全市已将 21户重点企业和产业项目
单位纳入“直通车”服务，对企业提出的
办证难、招工难、融资难等 34个问题进
行现场解决。

鸡西市对破坏环境问题“零容忍”，
严肃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仅违
规收费一项就已查办了16起，为企业挽
回损失470万元。

“鸡西速度”再提速

“和谐春风人心暖，以民为本气象
新”。6月 14日，鸡冠区红星乡朝阳村居
民张丰华捧着这样一封感谢信，来到鸡西
市不动产登记大厅表达感激之情。由于
公公身体行动不便，又急需外地就医，时
间不等人的情况下，张丰华求助可否缩短
审批时限。工作人员请示领导后，为其开
通了针对 70岁以上老人特事特办的“绿
色通道”，做好前置权籍调查，原本需要 3
个工作日审批，缩短为1个工作日。

这是鸡西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通过深
化“四零”承诺服务创建，开展“全国百佳
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示范窗口”品牌创建
工作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该中心共接
待申请人 6万余人次，已累计颁发不动产
权证书和证明 56110本，其中，不动产集
成服务窗口办件 1728件，上门为申请人

服务350余次，解答群众疑难问题6000余
件，收到锦旗30余面、感谢信20余封。

鸡西市深化拓展“四零”承诺服务创
建，制定了市直机关服务大厅及窗口岗位
深入推进“四零”承诺服务创建实施方案，
确定了 12个创建重点行业系统（部门），
区分服务大厅、窗口岗位、门户网站等不
同创建范围，分别明确了创建重点和任
务、“六个规范”原则要求和参照标准，确
保创有方向、建有目标，切实以承诺制度
倒逼职能转变、流程再造，推动服务质量
和服务效能的不断提升。同时，着力开
展服务大厅窗口岗位工作人员集中整
治，提出选优配强窗口工作人员、规范服
务行为、严明工作纪律、提高服务水平、
强化管理考核等 5项整治重点，努力实现
服务大厅和窗口岗位工作人员的标准化

服务和规范化管理。另外，督促指导各
单位积极开展错时服务、延时服务工
作。目前已有 13 个市直单位 50 个服务
大厅和窗口岗位在周末休息日提供半天
或全天办事服务。

因线性工程的线路需多次研究论证
而导致多次修改，为确保牡佳客运专线
（鸡西段）顺利开工，鸡西市国土资源局主
动服务，组织了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等相
关部门对全程线路进行测量及入库落图，精
确地计算出用地情况、各项征地行政规费等
数据。截至今年6月5日最终线路确定共测
量及入库落图10余次，并在最短时间内给
予测量和计算结果。同时将原来拟占用基
本农田的2处拌合站、1处制梁厂安排到林
场或劣质耕地区域，将8米宽汽车运输主干
便道调整为5米，节省占地200多亩。

“四零”服务齐发力

本报讯（刘磊）“您好，这里是‘一号
通’公共服务平台，请问您有需要什么帮
助？”……这是鸡西市深化作风整顿优化
营商环境的新举措，搭建的为民便企服
务新平台。据了解，鸡西市以扩展城市
综合服务受理功能为切入点，建成了覆
盖全市83家政府相关单位的热线服务网
络，坚持每6个月开展一次“业务清零”行
动，要求各承办单位坚决杜绝承办工作
出现“欠账”问题。目前，开通了114热线
电话、“一号通”网站、手机APP三种受理
渠道，已累计受理市民诉求 17822件，办
结 17635件，办结率 99%，办结回访满意
率达97.7%。

据平台负责人介绍，城市“一号通”
平台在受理解决企业、群众问题和投诉
的同时，还及时做好集中性问题筛查、梳
理和反馈工作，充分发挥了预防和化解
潜在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2018
年，反映某新入驻小区附近公交车数量

不足，小区居民出行难问题的电话骤然
增加，平台及时形成社情民意信息上报
市政府，市政府果断决策，立即责成交通
运输部门对小区附近公交车线路和营运
车辆进行了重新调配，稳定了群众情绪，
消除了潜在后果。类似的还有市民反映
供热等诸多问题，均在第一时间得到化
解，为市政府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平台开通运行以来，受理市民诉求
覆盖房产物业、城乡建设、公共环境、社
保公积金、道路交通等社会事业的方方
面面。无论是居民不文明行为、生活周
边一小堆垃圾的“小事”；棚户区改造回
迁、农村地区供水问题的“大事”；电缆浸
水、上下水跑冒滴漏的“急事”；还是历史
形成、边界不清的“难事”，平台始终坚持

“认真受理、及时转办、跟踪问效、不回
避、不拖延”的工作原则，发挥好倾听百
姓心声，传递政府温暖的服务“直通车”
作用。

鸡西搭建为民便企
服务新平台

本报讯（刘志花 刘吉胜）虎头镇虎头
村党支部书记刘润钦建立多个微信群，经
常发布大米需求信息，还开了微店，通过
网上卖出100多吨大米，销售到江苏、湖北
等地。但这些微信群和微店不是卖自家
大米，而是帮村民销售他们的大米。

从去年开始，为了让农产品由“种得
好”向“卖得好”转变，增加农民收入，虎林

市越来越多的乡村干部带头触网，做起了
农民的“免费经纪人”。

据刘钦润介绍，虎头村共有 4.9万亩
水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每人都
有不同的网上销售任务。虎头村村民
罗春山在刘钦润的帮助指导下，通过微
信销售了 10 吨优质大米，每斤 10 元。
他说：“互联网真是了不起，虎林的干部

更了不起。”
不仅村干部做起微商，虎林市各级

干部也在微信上帮助农民宣传、销售
农产品。宝东镇人大主席徐国华联系
山东德州禹城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红
小豆 3000 吨。虎林市杨岗镇镇长关靖
伟通过微信首单成功卖出大米 100
斤。“舌尖上的杨岗”“舌尖上的珍宝岛

系列”，微信群、朋友圈都成了销售平
台，乡镇干部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的
态势蔚然成风。

虎林市委书记陈立新说，虎林市是农
业大市，乡村干部要带头转变营销观念，
优化营商环境，争做小农业与大市场对接
的“免费经纪人”，拓宽销售渠道，让农民
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虎林 干部给农民当免费经纪人

□薛剑虹 本报记者 孙伟民

近一段时间，鸡西市连续破获
多起假冒“九三”牌豆油案件，迄今
为止，鸡西公安机关办理查扣的数
量是我省最多的。这一举动，让九
三粮油有限公司坚定在鸡西投资的
决心。

“有了公安机关的保驾护航，我
们终于可以安心在鸡西投资落户
了。”近日，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诉记者，
从报案到破案仅用了两个月的时
间，让企业深刻感受到了人民警
察时刻就在百姓身边，优化营商
环境，服务企业发展在鸡西公安
机关民警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公安民警的高效能守护，确保了企
业的稳定发展。

鸡西市公安局把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中心工作和首要职责，该局党
委提出，鸡西公安要做到党委、政府
决策部署指向哪里，工作中心和主
攻方向就确定到哪里；优化营商环
境建设推进到哪里，公正执法和优
质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企业期盼要
求在哪里，工作宗旨和警务重点就
选择在哪里。按照“改作风、优环
境、护营商、保平安、促发展”要求，
鸡西公安深化四零创建和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开展了“千名民警进千
企”等载体活动，重点推进“放管服”
改革和窗口单位规范化建设，下放
权力 45 项，优化行政审批流程 42
个,减少办事环节 48个。同时，开展

“警企共建”，主动为企业和重点工
程提供治安服务，对重点企业、园区
和在建大项目实行定点服务、重点
保护，先后深入银行、石油、商场、热
力、煤矿、米业等企业开展警企共建
活动。

该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
强化法治意识、服务意识，增强队伍
素质，提高执法能力、服务水平，做
到主动融入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努
力服务大局，并对照整顿重点深入
查摆问题，从“第一触点”入手，紧盯
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岗位，集
中开展清查整治，通过 12389 举报
平台等多种渠道发现和挖掘影响、
破坏营商环境的问题线索，准确定
性，依法依规严肃问责，打好“扫黑
除恶”斗争，严厉打击破坏营商环境
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精心打
造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优质高效
的服务环境、公正廉洁的法治环境、
高效过硬的内生环境，对影响企业
生产经营的案件实施精准打击、快
速打击，全力维护企业权益。同时，
鸡西公安机关各警种战线坚持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进一步推进“放管
服”改革、“四零”承诺服务创建、“互
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全市公安
机关各警种战线坚持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营商环境措施密集出
台，推出了直接触及企业群众所需
所盼 167 项服务改进措施办法，全
面优化行政管理，打造优质高效的
服务环境。

他们还大力整治突出问题，打
造公正廉洁的法治环境。抓好“阳
光执法”，规范执法行为，整治侵害
企业合法权益及执法不作为乱作为
等突出问题。健全互联网+公安政
务平台运行机制，及时更新公安机
关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等办理流程、
时限和收费标准，为企业提供方便
快捷的在线咨询、预约、申请、受理
等服务。整治窗口单位工作流程不
顺畅等“顽疾”，针对企业反映的“冷
硬横推”“吃拿卡要”等重点热点问
题重拳出击。

鸡西市公安局

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发展显担当

“四零”承诺服务工作中，鸡西市公安局户政部门将涉及群众的“小事”
做细做好，做精做妙，程序更简、更快、更具效率。 赵鹏飞摄

□郭金民 本报记者 孙伟民

“多亏了园区的帮忙，为我们中
韩（鸡西）石墨烯项目解决用电需求
问题。”中韩（鸡西）石墨烯项目总经
理李松男高兴地说。这是记者在鸡
西（鸡冠）产业园区采访时听到的赞
誉之词。

走进工人们正在安装“辊道窑”
生产线的鸡西(鸡冠)产业园区的石
墨烯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车间，满
眼一派紧张有序的工作场景。该项
目总投资 11.6 亿元，今年计划完成
投资 3.4 亿元，目前，项目已累计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6.9亿元。

在鸡西（鸡冠）产业园区，一个
个大项目的“落地”，离不开“温润”
的发展环境。今年以来，鸡冠区全
面转变作风，优化营商环境，园区、
发改局等职能部门从健全工作机
制服务项目入手，坚持做到领办、
代办、包办服务机制，在项目引进、
开工到投产达效实行全程“保姆

式”服务。
“咱们这个项目，从项目意向到

项目达成，再到开工建设，一系列工
作均得到了市领导及区领导和各级
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无论是手
续审批，还是各部门工作衔接，走的
都是‘绿色通道’，这个过程在我们
业内被誉为‘鸡西速度’，我们实实
在在地享受到了项目建设‘零障碍’
推进的待遇。”在项目建设现场，企
业人资行政部部长胡金宏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娓娓道来。

正是在这种好作风、好环境的
感召下，鸡冠区项目建设“集结号”
声高气壮，谋划实施投资产业项目
21个，计划总投资 38.4亿元。其中，
投资5000万元以上重点产业项目14
个，已开工 13个，开复工率 93%，为
夏日的鸡西大地增添活力。

“我们项目建设之所以呈现出‘状
态’快、成效显著等特点，这与我们常
态化转变作风、优化营商环境是密不
可分的。”鸡冠区负责人介绍说。

鸡冠区 零距离服务企业

“四零”承诺服务暖了百姓的心。6月15日，鸡西市鸡冠区红星乡朝阳村居民张
丰华（右）将一面锦旗送到鸡西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她文化水平不高，却亲笔写信，表
达对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感激之情。

陈晓艳摄

创造了“鸡西速度”的中韩（鸡西）石墨烯产业园正在加紧施工。
郭金民摄

鸡西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导服台工作人员耐心地为群众服务。 赵鹏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