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让老百姓享受更高医疗水
平，巨野县核桃园镇中心卫生院
与巨野煤田中心医院及各村乡村
医院成立医联体，对患病贫困人
员进行医疗救助。近日，巨野县核
桃园镇中心卫生院特邀医联体单
位巨野煤田中心医院专家为健康
扶贫对象进行义诊，让老百姓家
门口享受县级优质医疗水平。

义诊当日，巨野煤田中心医
院刚到卫生院，就被早已带来的
群众为了个水泄不通，询问病情、
查体等有条不絮地进行着。而各
科专家团队则耐心地为患者及家
属答疑解惑，受到现在群众的一
致好评。

“去县城诊病不方便，现在好
了，专家团队送医来到家门口，给
患病人员尤其是行动不便的村民

带来便利，而且不收一分钱，国家
的政策越来越好。”不少村民高兴
地说，现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方
便，为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不仅免
挂号费和诊查费，还减半了大型
设备检查费，并专门设立便民惠
民绿色通道。

据悉，卫生院还专门为健康
扶贫人员建立健康档案，签约家
庭医生，定期对患者跟踪随访。而
院领导及全体医护人员时刻心系
扶贫对象，给扶贫对象送去温暖、
送去爱心，给老百姓带去食用油
等生活用品，把扶贫工作落到实
处。

6月27日，医护人员不畏道路
泥泞、不辞辛苦去患者家中进行
抽血、心电图等检查，询问患者病
情，安抚患者情绪，叮嘱患者及家

属注意事项。另有家庭签约医生
对患者进行时时监管，及早发现
问题，及时治疗，让老百姓安心、
放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
小康。健康扶贫不仅是一项任务，
更是一种责任。自2016年以来，通
过各医联体单位的不懈努力，健
康扶贫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2018年，健康扶贫仍是医院的
重点工作，卫生院将继续携手巨
野煤田中心医院与各乡村医院建
立医联体，加强医疗保障。继续贯
彻国家政策，按照省市县的统一
部署，吹响“医疗为民，医疗惠民，
医疗强民，医疗富民”的扶贫号
角，告别疾病，恢复健康，迎来小
康。
（巨野县核桃园镇中心卫生院）

医医联联救救助助强强保保障障，，健健康康扶扶贫贫惠惠民民生生

义诊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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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政务服务中心于
2014年12月经市政府批准成
立，按照“集中办公、公开办事”
的运行方式，努力实现“进一个
门办好，交规定费办成，在承诺
日办结”，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了
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为菏泽
优化营商环境做贡献。同时，建
立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统一窗口出件的政务服务
模式，推行政务服务大厅“一窗
受理”服务，变一事跑多窗为一
窗办多事，打造政务服务升级
版，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能力
和水平，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不
跑腿。

一次办好
让群众少跑腿

菏泽天成恒瑞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徐志勇来市住建局
窗口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周一提交了材料，今天就
来领证了，比以前更加便捷，服
务态度也好。”

据悉，市住建局5项审批许
可事项，已全部进驻行政审批
服务大厅，包括专家评审、现场
勘察、发证等环节，有效避免了
群众和企业两头跑的情况，真
正做到前台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前台出证的审批服务模式，
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更加便捷、
透明、高效的政务服务。

“压缩办理时限，提高审批
效率，实行一次性告知，在材料
齐全的基础上，施工许可由原
来的15个工作日压缩为3个工
作日办结；资质及预售审批由
原来的20个工作日压缩为5个
工作日办结。”菏泽市住建局审
批服务科科长孔德彬说。

据菏泽市政务服务中心管
理办公室调研员任敬陶介绍，
2017年3月，中心管理办公室组
织人员赴浙江温州、台州考察
学习，借鉴浙江省“最多跑一
次”改革工作经验。考察归来
后，组织人员对已纳入实体大
厅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公共
服务事项逐一进行摸底、调查，
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推进的原
则，共梳理出第一批“一次性办
结”事项60项(其中行政审批事
项50项)，涉及23家部门单位，
已于2017年6月15日全面推行。

网上办理
让群众零跑腿办成事

在市卫生计生委窗口，菏
泽富鲁老年病医院的法定代表
人李艳红正在领取医疗机构职
业许可证，“以前在手续齐全的
情况下，送材料要跑一趟，等证
件出来后还要来取，前后至少
得跑两趟，现在在家从网上就
可以申请，申请成功后还会短
信提示，还可以给免费邮到
家。”

“以前拿着材料来办事，如
果材料不全还要再返回家取，
现在从网上申请，如果材料不
全或者信息不准确，也提交不
上去。”李艳红说，现在还给免
费邮寄到家，由于单位离政务
服务中心近，就自己过来取。

据菏泽市卫生计生委审批
服务科科长刘斌介绍，针对行
政审批设计了省市县三级政务
平台，申请人可登录山东政务
服务网，从网上就可以申请办
理，“群众不出家门就可以从网
上提出申请，证出来后可以给
他们免费邮寄过去，让申请人
零跑腿，就可以把事办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市卫生计生委窗口落实全
程网办，在规范许可服务事项的
基础上，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服务模式，让群众办事由

“面对面”变为“键对键”，按照
“零跑腿、最多跑一次、一次办
好、全程网办”的原则，最大限度
优化网上服务流程，缩短办理时
限，降低办事成本，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实现线上线下
政务服务的无缝对接。最大限度
地方便群众办事。目前，已在网
上办理业务171件，占33 .8%，一
窗受理21件，占18.6%。

菏泽作为山东省首批企业
名称自主申报制试点城市，据
菏泽市工商局企业科科长李保
库介绍，从今年5月20日起，申
请人全天24小时网上都可自主
申报企业名称，企业实行了可
以通过外网自主打印“自主申
报告知书”，名称申报实现了零
跑腿，截至目前，企业名称自主
申报1585户，“从试点情况来
看，自主申报系统提高了登记
工作效能，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起到了促进作用，得到了社会
公众的认可。”

一窗受理
让群众不多跑窗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
记中心主动与市住建局房产交
易中心结合，于今年3月底在政
务中心率先实行不动产登记一
窗受理，将不动产登记中心原
有的受理窗口及抵押登记窗口
合并为8个不动产综合受理窗
口，坚持高效接件、受理服务零
等待原则，让群众只提供一份
材料，做到内部材料流转，无需
重复提交材料，并实行延时服
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大宗
业务集中服务，最后一名群众
事情不办完不下班的工作制
度，有效提高办事效率。

任敬陶介绍，2017年12月，
菏泽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
服务中心“一窗受理”的实施方
案》，以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
务”，变一事跑多窗为一窗办多
事。

“梳理完成了需进驻综合
窗口所涉及到的行政审批事项
目录清单，结合清单编制了

《“一窗受理”事项受理材料标
准化手册》，列明依据条件、流
程时限、收费标准、注意事项，
作为综合受理窗口受理审核申
报材料的依据。”

“优化了中心功能布局，规
划并挂牌成立出投资项目审
批、商事登记、不动产登记、社
会事项综合受理区等4类综合

受理区和1个自助服务区，实现
了事项的集中服务。”任敬陶
说，并规范了分中心设置管理，
要求各分中心统一设置综合窗
口，推行“一窗受理”服务。

菏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
主任曹庆军介绍，自今年5月25
日起市区不动产登记业务在原
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速，压缩
为查封登记受理后当场办结；
注销登记受理后当场办结；异
议登记受理后1个工作日办结；
更正登记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
作日内办结；预告登记自受理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
产权证书办理抵押登记业务，
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办结；
新开楼盘办理抵押登记业务，
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办
结；原《土地使用证》、《房屋所
有权证》等实行不动产统一登
记之前的证件，自受理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办结；首次登记自
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
变更登记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办结；转移登记自受理
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

免费邮寄证照
让群众享受更多实惠

2017年12月19日，菏泽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
在政务中心开展证照快递寄送
服务的通知》，要求全市政务服
务中心(分中心)2017年12月底
前实现各级证照快递寄送服
务；全市政务服务中心(分中

心)引进邮政EMS服务窗口，
提供高效、安全、实时查询的国
家机关证照公文寄递服务，有
关服务能够覆盖偏远地区；政
务服务中心各部门窗口证照快
递费用，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
算，由各窗口单位统一结算，待
政务服务中心全面实行“一窗
受理，统一发证”后，由政务服
务中心统一结算。

“邮政速递公司已于去年
12月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为
来中心办理各类事项的企业群
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证照快递寄
送服务，有效减少了群众往返
次数。”任敬陶说。

据曹庆军介绍，为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求，真正实现
让群众只跑一次，市国土资源
局领导根据相关要求，在2018
年未列入财政预算的情况下，
从市局正常办公经费中调剂
出邮寄费用，于2018年5月在
市政务中心率先开始为群众
免费邮寄《不动产权证书》，切
实做到“让信息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真正实现了“一窗
受理、一份材料、只跑一次、免
费邮寄”模式。

据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有限
公司菏泽分公司政务营销中心
经理李洁介绍，目前已有不动
产登记中心、住建、卫计、民政、
水利、食药监、城管、环保、安监
等9个部门实施了免费邮寄，截
止到6月底，邮政EMS共寄递
证照4670件，其中免费寄递
2595件，真正实现了便民利民。

让让信信息息多多跑跑路路，，让让群群众众少少跑跑腿腿
菏泽深化“一次办好”改革，实现便民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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