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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最多跑一次”改革确实让不少
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肠梗阻”“末梢堵”现象依旧存在。要改
变这些现象，提升群众满意度，应该从以
下方面下着手。

要改变传统的服务理念，变被动为
主动，学会换位思考，通过办事流程图
版、办事告知单、微信公众号等形式一次
性告知相关办事流程及所需资料，事前
服务要到位。

要提升业务水平，加强窗口人员的
业务能力建设，选派精兵强将到窗口锻
炼，同时也要提高窗口人员的待遇保
障。就部门科室之间或者部门与部门之
间，要加强业务整合，缩短办理时限，减
少不必要的环节、手续，遏制可能存在的
权利寻租空间。

要开发互联网政务服务功能，加大
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力度，最大程度开
发智能政务服务，如一般事项互联网办
事申请、后台核准、邮寄到家服务；开发
智能政务APP，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网络下
载打印服务等。通过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建设，以信息共享、数据“跑腿”助
推“最多跑一次”改革。 （吕刚）

提升业务技能。要想真正做好“最
多跑一次”工作，必须全面提升窗口工作
人员的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形成人人
争做服务标兵的良好氛围，认真履行“服
务群众，争做先锋”的承诺，努力为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提升服务标准。认真梳理权力事项
清单，让群众对所需要办理事项的程序、
受理部门、申报材料、承诺时限等一目了
然，让群众办事顺利方便，真正做到规范
化、便利化、人性化。

提升审批速度。在“最多跑一次”改
革中要更加注重时效性，如果群众跑的
次数的确只有一次，但拿到结果的时间
却延后了，这从形式上看是只有“跑一
次”，但这与“最多跑一次”精神相违背，
因此无论是推行“容缺受理”也好，开通
网上申请服务、快递寄送服务也罢，真正
需要做的是必须加快审批流程、提高审
批速度，做到让群众既少跑腿又省时，这
才是真正实现“最多跑一次”。（施尧兴）

“最多跑一次”改革要以群众和企业
办事的堵点和痛点为切入点和出发点。

“群众满意”是衡量“最多跑一次”改
革效果的重要标准。“让实践来检验、让
基层来评判、让群众来打分”，变自我评
价为群众评价，变群众观望为群众参与，
让群众成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监督
者、评判者、推动者。 （孙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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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最多跑一次
富阳在最近一次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测评中排名靠后，充分说明我区服务环境建设还有差距，

工作中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如何改进、怎么提升？围绕这次活动，本期我们邀请市民网友为破解
“最多跑一次”中的“肠梗阻”“末梢堵”积极建言献策。

“最多跑一次”是服务品质的“加速跑”
□在路上

我家楼下有两家面店，以老板姓氏名
之为李店和张店。客观而论，面量、味道、
价钱都差不多，店内装饰李店稍高一筹，
但吃了几次，便基本固定去张店了，原因
无他，只是张店的老板娘时刻面带微笑，
有时还会在我吃完后问道：“还合你的口
味吗？”而李店的老板娘则坐在柜台里，冷
冰冰的，好像笑一下怕吃亏似的。两家生
意之别可想而知。

道理很简单，服务就是生产力，甚
至，微笑就是生产力。

现在不是一家独大、坐等上门的时
代，也不是孙二娘孟州道上十字坡开酒
店，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全国五百强企
业就那么一些，全国各地的招商引资者

都虎视眈眈，恨不得扯胳膊抱大腿地将
“财神爷”供上自己的“土地庙”。客商们
凭啥抉择最终的归宿地？毋庸置疑，服
务质量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甲地要跑
来跑去盖几十上百个章，需东托关系西
找门路、历经一年半载才能拿到批文，而
乙地则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加班加点审
核、代办，短则数天长则十几天就能办
妥。不用猜测，客商会用脚选择自己的
正确走向。即使一开始被忽悠上当，貌
似煮熟的鸭子最终也会飞掉。

有的人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总
想耍耍自己手中的一点小权力，骨子里
有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意识，感觉对方
是来求我办事的，我何不摆点谱呢？于

是他趾高气扬地做起了官样文章，张口
材料不够、闭口证明欠缺、撇嘴流程不
对，也不耐心地予以指点、解释，事不关
己、高高在上，看人家一趟趟地东颠西
奔，不以他人为苦，反以自己为傲，丧失
了人性中基本的怜悯情怀。

也有的人总在想，我不过是一个小办
事的，客商来不来与我何干？何必那么恭
敬辛苦呢？于是他只是按部就班地守着
自己的一点摊，多说一句都不耐烦，多走
一步更是不愿意。明明可以现金收款的，
偏要叫手脚不便的老人使用自动付款器；
柜台外排着长队，也不急不忧，仍然与同
事说说笑笑，漫不经心、慢条斯理地拨弄
着并不复杂的活儿；明明离下班点还有五

分钟，却毫无表情地对苦苦等了半天的
“衣食父母”撂下一句冷冷的话：下班了，
明天再来！

殊不知，就因为这个办事员的一副冷
漠表情，一句“介弄不灵清的”口头禅，一
个提前关闭窗口的举动，就摊上大事了，
客商愤而决定撤资，转而投身于其他无数
双伸出的双手。少了一个马掌钉，可以毁
灭一个国家；一个办事员，同样可以关系
到一个地方的荣辱兴衰。从某种程度上
说，人人都是生产力。每个富阳市民的一
举一动都事关我们富阳的形象和财富，尤
其是处于特定岗位的富阳人，责任重大，
不可不慎。

当下，可谓是商海逐鹿的诸侯时代，

你稍一松懈，稍一怠惰，就会“沉舟侧畔
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舟一沉，树
一病，就会落后，就会被挨打。要让舟乘
风破浪，唯有把人员素质培育优良；要让
树枝繁叶茂，唯有把优质服务的土壤培
植肥厚。只有突破自我中心的樊笼，克
服小富即安的心态，摒弃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念头，从富阳发展大局着眼，坚定

“优质服务是发展第一要务”的正确理
念，树立“我就是生产力”的强烈主人翁
意识，抱着“我不入地狱入地狱”的强大
责任感，严肃“谁失职谁担责”的问责机
制，那么，“最多跑一次”一定能打一个翻
身仗，建设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
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方便
群众办事则是为民服务最直接的体现。

在过去，一些地方“一直在路上”曾是群众和企
业办事的真实写照。如今，“最多跑一次”改革应运
而生，这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倒逼各级政府
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提高政务服务效率，这与党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最多跑一次”，通俗地讲，就是群众和企业

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
政府积极转变职能，大力开展行政效能革命，着
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打破僵化
的办事理念、创新高效的办事流程，坚持把“放管
服”和“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强化“为民服务”的

“先手棋”和“当头炮”，从“跑多个部门”到“跑一
个窗口”、从“跑多次”到“跑一次”……“门难进、
脸难看、事难办”已不再是群众吐槽的话题。

“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最多跑
一次”，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个承诺和为民服
务理念的延续，并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提供了实践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的，“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
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
改善”。 今天，转变工作方式，由被动变主动，创
新服务理念，由管理到服务，用干部的“辛苦指数”
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成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
人员应该树立的理念。

优质高效的政府服务，让人备感亲切和振
奋。在富阳，“最多跑一次”前期的成效有目共
睹，已逐步成为强化“为民服务”的“支点”。然
而，与广大群众“少跑路、好办事”的强烈期盼相
比，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何增
强为民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既与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息息相关，同时也关系到富阳全面
融入大都市的速度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质量。

为民之举，须掷地有声。行政效能革命永无
止境，“最多跑一次”非一成不变，服务人民的理
念更是一直在路上。对于存在问题、办事流程、
服务事项，要在发现中不断改进，在改进中不断
完善，在完善中精益求精。要权力多做“减法”，
服务多做“加法”，践行“最多跑一次”的承诺，变

“群众跑”为“干部跑”，把麻烦留给干部、把方便
让给群众，从而彻底关闭办事“一直在路上”的大
门。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建设阳光服务型政府步
伐，才能让百姓看到政府“为民服务”的情怀，才
能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与幸福感。

恪守为民之责，力行为民之举。建设人民
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需要各级党员干部拿出勇
气、魄力和担当的精神，按照“缺什么补什么，
弱什么强什么，少什么增什么、有什么问题解
决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就在哪里解决”的原
则，着力提高办事质量和办事效率，提升便企
利民服务水平，打通为民务实“最后一纳米”，
努 力 做 到 群 众 到 政 府 办 事“ 最 多 跑 一 次 是 常
态、跑多次是例外”，以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
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新时代，让我们聚焦
改革目标，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深入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进一步、更快一步”的
决心和气魄，将“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到底，真
正走出一条为民服务的“好路子”。

将“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到底
□缘份天空

奔波多次开具“奇葩证明”，办个事需来来
回回盖上几十个章……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
入推进，这些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痛点”“堵点”
被大力整治，正不断减少。但笔者发现，一些单
位和部门存在着“玻璃型”改革现象，“最多跑一
次”的改革红利“看得见却摸不着”，对服务于
民、便利于民、实惠于民这一民生工程的纵深推
进极为不利。

隔着“玻璃型”来改革，特征十分明显。一
是看起来声势浩大，实则是雷声大雨点小，玩花
样、搞把戏，只做表面文章，群众受惠少之又
少。二是隔着玻璃，堵住了耳朵，群众的呼声总
是听不到，即使听到了也是微乎其微。三是习
惯于推诿扯皮。“你去找主任”“你去找书记”，把
群众的事情像踢皮球一样推走，不顾群众难处，

只知自己安逸。
把群众和企业满不满意、高不高兴、受不受

益作为最根本的检验标准，把快速便捷真正体现
在少跑一趟、少等一天、少签一次中，才能让改革
红利融入到群众心中，让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得
到提升。所谓“玻璃易碎，民心难凝”。做好“放
管服”，不仅需要党员干部从思想上重视，更要在
行动上落实，要打碎玻璃，主动融入群众，争做

“一线人”，实惠“一线事”。
要打碎玻璃，风清气正，让民声飘香十里。

敞开门才能看见群众，听见群众最真实的呼声。
干部迈开步子，群众才会掏出心窝子，要深入交
流、实地走访，积极发现为民办事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并通过主动的同群众交流沟通，吸
收群智群策，为提升“放管服”改革实效提供强大

的智力支持。
要打碎玻璃，敞开心扉，让改革红利普惠群

众。群众的烦心事和群众的堵点、痛点就是改革
的突破点，只有打碎最后一道门，才能直通群众
利益的最后一里路，近年来，党和国家紧抓“放管
服”改革这一兴利除弊的抓手，坚定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要从打碎“玻璃
门”做起，取消多余的审批事项，清理不必要的

“奇葩”证明，群众办事才能变得方便快捷，“群众
少跑腿，信息多跑路”的办事风气才能日渐浓厚。

深化改革不仅要有“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
精神，更要有一以贯之、持之以恒的决心。时下，
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利民惠民政策的实
施，“最多跑一次”也应同步跟上，早日让“放管
服”改革和群众切身利益真正实现“同频共振”。

打碎“玻璃门”倾听民声民意
□唐加加

我的朋友陈先生，最近持身份证在某行政
服务中心自助办照一体机上，按提示输入从业
地址、范围、出资数额、联系方式等信息，不到 10
分钟就领取了一张自助办理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

10 分钟不到就能办理一张正规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这种速度也是“蛮拼的”。当然，这
一切都得归功于智能化时代自助办理的便利化
举措。事实上，类似的智能化办事模式并不新
奇，当前，很多单位和部门、机构和行业都推出
了形形色色的智能化服务系统，如行政服务中
心有智能服务大厅，银行有自助办理业务终端

机，医院有自助挂号缴费 APP 服务等等，这些智
能服务系统作为助推“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
也不用跑”的一种新举措，的确给办事群众带来
了很大的方便。

但是，在为这样一些便捷智能电子化系统
服务点赞的同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
视。比如，有些电子化系统操作过程由于比较
繁琐，导致很多市民仍宁愿排着长队到办事大
厅窗口、柜台上进行人工办理。这些市民中，有
一部分是对智能操作不熟悉，他们接受新事物
比较慢，或对智能操作存有一定的疑虑和戒心，
缺乏安全感，宁可排长队人工办理也不愿网上

操作；也有一部分人觉得智能操作太麻烦，需要
这样那样的验证方式，反而不如窗口办理来得
直接一点，有问题咨询也更方便。

因此，智能化服务办事模式的推出是好事，
但一方面，电子化程序的设计不能过于繁琐，要
多“接地气”，让市民操作起来简单快捷，容易上
手，“好看”更“实用”，比如电子表格的下载要简
易方便，验证码尽量设计清晰一点，可要可不要
的环节直接舍去等等；另一方面，也要多进行信
息宣传和知识普及，比如提供详细、易懂的介
绍、指导和引导，必要时可举办相关培训班，让
更多人在智能化服务系统中真正受益。

智能化时代更别忘“接地气”
□刘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