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助签注、免检车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公众场所消防检查申报……

富阳成立首个派出所便民服务中心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李燕

青 朱丹群 洪三健）昨天上午，城西派出
所便民服务中心正式成立，这也是全市
首个“四合一”拓展版派出所便民服务
中心，除了派出所户籍室常规业务外，
港澳通行证签注、交通管理、消防管理
等业务也能在这里一站式办理，这也是
富阳公安对“最多跑一次”工作要求的
又一次实践。

家住秋月小区的市民李明建，从事
销售工作，最近他的汽车又到了申领检
验合格标志的时间，按照往年，他得前
往高桥车管所进行申领，虽申领过程简
单，但来回耽搁时间。

几天前，李明建从城西派出所了解
到，从本月28日开始，城西派出所便民
服务中心就能完成免检车辆的检验合
格标志申领。昨天，李明建从家里出
发，直接步行至服务中心，几分钟便完
成了申领业务，省去了跑高桥的麻烦。

除了申领免检车辆合格标志外，在
交通管理方面相对简单的业务也能在
该便民服务中心直接办理，例如驾驶员
联系方式变更、机动车行驶证电话变
更、驾驶证延时审验或换证等，不仅方

便了城区居民，也缓解了高桥车管所的
业务压力。

在该便民服务中心，记者还看到了
一台“签注（卡式）自助一体机”，该签注
机原本只出现在行政服务中心出入境
服务大厅，如今附近的市民在家门口就
能完成签注了。

不过，自助签注需要满足4个条件：
一、必须是电子卡式港澳通行证，本式
的通行证暂时不可使用；二、申请人员
必须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特岗报备人
员；三、必须是续签且证件有效期在四
个月以上，首次办理仍需要到前台办
理。四、只适合省内签发的港澳通行证
进行旅游类签注，探亲、商务等签注不
适用。此外，签注一次为15元，该机器
目前只收纸币，不找零，因此市民在签
注前最好先兑换好15元纸币。

除出入境业务、交通管理业务之
外，城西派出所的便民服务中心还新增
了消防管理业务，300 平方米以下的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
检查也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可以在该便
民服务中心完成申报。

为了让群众少跑路，城西派出所便

民服务中心大厅还配备了一台“一体查
询机”，办理各项业务需要什么材料，直
接一查便清楚了。当然，市民也可以在
办理业务前，通过“浙江省政务网”先了
解所需的材料。此外，该大厅还配备了
等候座椅、小茶几等，配合一台无线排
队服务终端，市民进入大厅后可以先取

号，在旁边座位上休息片刻，等窗口叫
到号后再前往办理。

据悉，城西派出所便民服务中心的
成立也是富阳公安“最多跑一次”的一
次尝试，接下来，该做法还将在全区其
他辖区派出所推广。

新闻链接

已实现“最多跑一次”事项
户籍管理：公民身份号码变更；其

他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出生登记、
死亡注销户口；居民户口簿申领、换领、
补领；居民身份证申领、换领、补领；市
内户口迁移；其他情形人员户口迁移；
临时居民身份证的申领。

治安管理：娱乐场所备案；储存剧
毒化学品以及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
危险化学品情况备案；销售、购买剧毒
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情况备
案；管制刀具制造企业备案；危险化学
品处置方案备案。

居住证管理：居住证办理；居住房
屋出租登记；流动人口居住登记。

出入境管理：港澳再次签注网上受理。
交通管理：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变更

备案（机动车驾驶人联系方式变更）；机
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免检车辆申领
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变更登记（备案）
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换领、补领机动
车驾驶证（延期换证）；驾驶人提交身体
条件证明（延期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机

动车驾驶证审验（驾驶证延期审验）。
消防管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

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未实现“最多跑一次”事项
事项名称：姓名、性别、名族、出生

日期变更更正；收养登记落户；市外户
口迁移。

一体查询机

今日天气
气温：8—13℃

阴到多云，早晨局部有雾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今年最后一
股冷空气马上要来完成“扫尾”任务，但
它对我们元旦小长假的出游影响不大。
等到假期归来，也就是下周，富阳人有可
能迎来2018年的第一场雨雪。

昨天的一场小雨来得快、走得也干
脆，昨夜已经逐渐停止。不过，雨后水
汽容易遇冷凝结形成雾，今天上午局部
地区有雾。雾气消散后，今天白天阴转
多云，气温比昨天略有上升。

明天到后天，2017年的最后一股冷
空气将来扫尾，带来一次降温、大风和
弱降水过程。假期三天内，除了第一天
有时有小雨，其他时间都以晴好天气为
主，适宜户外游玩。

虽然这股冷空气是“压轴”出场，但
强度并不强，所以难有惊人效果。受其
影响，假期内的气温将比前些天有所降

低，但也无法刷新此前的最低纪录。
真正的“好戏”估计要等到放假回

来以后。“@中国气象爱好者”最新分
析，1月3日开始，这个冬天以来最强的
一次降水可能登场，而且这次降水有冷
空气强力参与，雪的范围也会很大，南
压到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可能性增加。
关于雨雪出现的概率，目前气象部门还
未给出具体预测，假期内大家可以关注
临近预报，做好相应准备。

另外，台风的“年度总结”也已出
炉。今年截至目前，西北太平洋上共生
成 27 个台风，与常年平均个数基本吻
合；今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是 8 个，
较常年（7 个）略偏多。而对于富阳来
说，有“印象”的台风并不多，仅在 9 月
份受“泰利”外围影响出现了一次短时
暴雨。

2017年，冷空气来扫尾
下周可能遇上新年初雪

昨日春江雨雾（天气拍客 陈健 摄）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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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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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免费为残疾人保险
最高赔付2万元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郭锡君）记
者从区残联了解到，从本月12月1日起，富阳
区残疾人将按年度免费享受“残疾人住院医
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用、重大疾病等最高可
赔付2万元。

“残疾人住院医疗保险”保障对象是具有
富阳区户籍，并在2017年6月30日前持有富
阳区残联核发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的残疾人。保障范围主要有三项，一
是住院医疗费用保险，在社保报销和扣除一
定的免赔额后按分级累进法赔付，最高为每
人2万元；二是重大疾病保险，投保30天后明
确诊断患上30种规定重大疾病之一的，最高
赔付2万元；三是持证残疾人本人身故发放
家属慰问金3000元。

浙江成品油价上调
加一箱油多花2.5元

本报讯 浙江省自昨日24时起，汽、柴油
价格(标准品)每吨均提高70元，非标准品汽、
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按国家规定的品质比率也
相应调整。

根据规定，92 号汽油每升零售价 6.81
元，上调0.05元；95号汽油每升7.25元，上调
0.06 元；0 号柴油每升 6.44 元，上调 0.06 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L容量估测，加满一
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5元。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刘静）今
年，富阳企业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全面升级为
国家版排污许可证。记者从区环保局获悉，
富阳区已完成全部15个重点行业154家企业
的排污证核发工作。今后，15个重点行业新
增企业也将执行同一标准。

国家版排污许可证的颁发，意味着在我
国酝酿了30多年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改革在富阳落地，拉开了富阳实施史上最严
排污准入机制的序幕。旧版排污许可证原本
为一年一换，换新证后将变成第一次换证有
效期延长至3年，第二次换证有效期至5年，
信用良好的企业将不用一年一检，省去频繁
递交重复资料、一趟一趟跑行政中心的尴尬，
排污许可证也可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到各个
排污单位。新版排污许可证由正本、副本组
成,,可实现“一证式”管理，正本上新增二维
码，打开手机扫码，企业地理位置、排污口设
置、排放污染等信息一目了然。领到新版排
污许可证的富阳企业信息将被完整地公开在
国家排污许可信息公开系统中。

富阳15个行业持新证排污

二手房成交总量7056套，实际平均每件办结时间2.13小时

富阳二手房交易过户办证效率全省第一
本报讯（通讯员 商洁 记者 董剑飞）

昨日，记者从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了
解到，自去年9月26日正式挂牌成立以
来，富阳区二手房成交总量7056套，实
际平均每件办结时间2.13小时，远低于
全省平均办结时间的3.82天，二手房交
易过户办证效率在全省100个不动产登
记窗口中排名第一。

据介绍，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按
照“最多跑一次”工作目标，探索“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的工作模式，通过强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进一步简化

环节、优化流程、强化服务等一系列举
措，推出“一窗受理、内部流转、联合办
理、一窗发证”的不动产交易登记综合
受理新模式。

优化窗口设置，提高服务效率。统
一设立不动产交易登记综合受理窗口，
由综合受理窗口统一受理房屋交易、税
收申报和不动产登记事项，具体负责一
次性收取房屋交易、税收申报和不动产
登记所需全部材料。综合受理后，办事
群众从原来分别排3次队、取3个号、跑
3个窗口减少到现在只排1次队、取1个

号、跑1个窗口。
简化办理环节，提高服务水平。推

行房产抵押和抵押权注销统一办理机
制，由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统一受理、
审核、办理，实现了抵押和抵押权注销

“一步到位”的服务模式。
升级缴费方式，提高服务效能。对

办证过程中需要缴纳的不动产登记费
以及相关税费，开通移动客户端、电脑
PC 端和 POS 机刷卡缴费功能，实行电
子自助缴费。办事群众只需要用银行
卡刷一刷即可完成缴税，只要手机扫一

扫二维码即可完成缴费。电子自助缴
费减少了办事群众在窗口和银行之间

“来回跑”的现象，减少排队2次，并缩短
等待时间，实现了在1个窗口一次性缴
费成功的目标。

接下来，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还
会进一步推动不动产交易登记机制改
革，重点解决三套材料重复提供、数据
共享滞后过长等问题，进一步实现便
民、简单、高效的初衷。

本报讯（记者 徐时松 通讯员 杨文涛）日
前，为巩固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
成果，确保治理设施持续健康运行，出水水质
达标排放，根据省市区文件精神，富阳出台新
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
考核办法（试行）。

新的办法考核对象除了涵盖 24 个乡镇
（街道）外，还首次将第三方运维单位纳入考
核，考核工作坚持“完善机制、注重实效”原
则。

考核内容分为两部分：乡镇（街道）考核
内容和第三方运维单位考核内容，均采用百
分制考核，分别对应管理体系、保障措施、工
作实效、社会评价和加分内容。考核各项内
容均应有证明材料，否则相应项不计分。

富阳区农村生活污水工程运行维护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新的办
法更加注重结果运用，更接地气。乡镇（街
道）考核等次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年
度考核总成绩纳入区政府专项考核，按受益
农户数分成A、B两类，其中A类乡镇（街道）
指受益农户数4000户（含）以上，专项考核分
为5分；B类乡镇（街道）指受益农户4000户
以下，专项考核分为4分，考核结果将在全区
通报公布。第三方运维单位的考核成绩将以
区运维办、乡镇（街道）按相应比例综合评定
所得，对应的考核等次与运维服务经费挂钩。

生活污水治理有新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