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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处理违章
市民都说更方便

5日，兖州区新兖镇市
民张志民来到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公安交警窗口，办理
交通违章处理业务。“连查
询加处理缴费，不到10分钟
就处理完了。”张志民说，原
来处理违章需要开车去区
交警大队办理，来回比较麻
烦，现在街道就能办理，真
方便。张志民的方便得益于
兖州区镇村三级联动“一体
化”服务工作的推进。

在兖州区兴隆庄街道便

民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办公
区、等候区、便民区等各功能
区分布合理，党群、农业等15
个服务窗口科学安排，服务事
项公开栏、窗口电子屏等载体
公开服务项目、办事流程和办
理所需材料、表格等，使群众
办事一目了然。

兴隆庄街道党委书记李
亚平介绍，便民服务中心达
1200平米，进驻部门已达到27
个，服务窗口增加到15个，可
向群众提供党群、民政、法律、
农业、公安户政、市场监管等
153项服务内容，全面打通了
街道政务服务大通道，构建了
为民办事大前台，真正实现

“群众只进一扇门、就能办理
所有事”。

目前，兖州区统一场所建
设，按照区级20000平米、镇级
100平米、村级50平米的建设
标准，统一功能区和服务板块
设置，业务板块基本设置民生
服务、商事登记、公安等板块，
大厅布局分为窗口服务、后台
审批等功能区；统一办公及便
民设施，配齐自助电脑及其他
便民设施，提供人本化便民服
务。

“只有把三级便民服务中
心建好、用好，整合服务资源，
优化服务流程，实行区镇村三
级服务网络三级联动，实行推

动‘一窗受理’模式向基层延
伸，才能实现同频共振。”兖州
区放管服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吴厚峰介绍。

村便民服务站
41项事务都能办

新 兖 镇 小 马 青 村 建 立
“便民服务站”，明确了3名代
办员，开展低保、优抚、社保
等服务。采取一站式办公，直
接受理、办理、代理群众申办
事项，让群众享受方便便捷
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创
新创优社区管理，用心用情
服务居民’。”代办员李瑞介
绍，为真正实现群众办事“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目
标，目前，与群众息息相关的
41项服务事项在这里都能办
理。

兖 州 区 推 进 便 民 服 务
向镇村延伸工作，实现一城
通办、就近可办。已在全区
1 0个镇街建立高标准的便
民服务中心，在 3 0 0余个村
建立便民服务站，择优选任
工作人员、代办员，免费承
办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的计生、民政、社保等各
项服务，将便民服务力量下
沉到镇村，将政务服务“送
货上门”，让便民服务站、代
办 员 真 正 成 为“ 最 多 跑 一
次”的主力军。

速度全省最快
服务群众又提速

近日，兖州区市场监管局
强化沟通协作，打通信息壁
垒，积极与公安、税务、人社、
人行等有关部门对接会商，推

进流程再造，优化办理环节，
扩大信息共享，企业开办时间
由3个工作日压缩为2个工作
日，创造了山东省最快的“兖
州速度”。

“区镇村三级联动一体
化”服务工作是兖州区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部署，是便民、
利民的重要举措。兖州着力解
决企业和群众服务中的难点、
痛点、堵点，从10月1日起，下
放“名称审核”“注册登记”等
26项登记权限至基层市场监
管所，实现“审核合一、一人通
办”。兖州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张勇说，通过提高登记效率，
促进服务升级，今年以来全区
共新增市场主体4783户，较去
年同期增长28%。

在 切 实 增 强 便 民 服 务
大厅硬件保障的同时，兖州
区也通过实施一系列举措，
进一步提升服务实效，切实
增强服务群众的“软实力”。
在推进基层岗位设置、管理
制度、文明服务规范、内业
资料整理等方面统一规范
的 基 础 上 ，制 定 首 问 负 责
制、限时办结制等“五制”，
实行服务内容、承诺时限等

“六公开”，选优配强服务人
员，建立业务指导督办考核
体系，由区政务服务中心加
强对镇街日常工作的业务
指导，开展轮岗、轮训，通过
在线监控、事中抽查、事后
回访等工作方式，对全区各
级政务服务机构业务开展
情况进行检查督办，将镇街
工作情况纳入全区综合考
核体系，定期对镇街开展统
一督导考核，实行年底统一
赋 分 ，加 强 日 常 工 作 的 监
管，实行电子监察，确保了
窗口不空岗，工作不脱节。

本报济宁11月8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张美荣 荣

允) 目前，兖州区给全区100余
家机关事业单位近5000名党员
干部建立廉政档案。并为干部
制作了廉政身份证，做到对干
部心中有数，切实当好全区“护
林员”。

8日，当记者来到兖州区的
廉政档案柜，一排排整齐清晰
的廉政档案卷宗映入眼帘，兖
州区全区近5000名党员干部的
廉情信息都在其中。“每份档案
内容包括领导干部的基本信
息、住房、出国(境)、配偶子女
从业和收受礼品登记等情况。”
兖州区纪委档案室工作人员介
绍，在信访件的核查过程中，通
过查阅廉政档案，可以随时进
行核验。

兖州区纪委通过每年填报
开展廉政工作有关情况，督促
党员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定期考察廉政情况；通过填

报家庭操办婚丧喜庆等方面情
况，动态掌握党员干部廉洁自
律情况；通过全面收录群众反
映问题核实、党政纪处分等方
面情况，为廉情研判、廉洁评价
提供扎实依据。同时，严格落实
述职述廉、信访、问责等制度规
定，把党员干部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报告、谈话提醒表等
18个方面的内容全部纳入“廉
情”电子档案系统，利用这些大
数据对党员清正廉洁情况实现
分类管理、分析研判和廉情预
警，一人一档，及时采集，让廉
政档案成为干部廉情的“测量
仪”，增强了党员干部监督的全
面性和实效性。

同时，兖州区纪委不定期
对廉政档案信息的真实性进行
抽查，发现个人信息不实、不
全、不及时的，及时予以纠正整
改。廉政档案动态管理实现了
对领导干部重要事项、重大调
整、重要活动等关键环节的全

程、实时监管，是党员干部廉政
情况的“校验器”。

个人婚丧嫁娶、财产变动、
违纪违规处分、函询诫勉谈
话……干部廉洁档案的信息录
入量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
富，这为档案分析提供了详实
数据和具体事实支撑，纪检监
察机关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
管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兖州
区纪委负责人说，廉政档案一
方面作为干部考察、推荐、考
核、评价以及党风廉政审查等
的重要依据，成为干部任用的

“过滤器”。另一方面，廉政档案
电子系统管理系统还专门设计
了廉情预警功能，针对受到处
分的党员干部实施蓝色、黄色、
橙色、红色标识“四种形态”等
级的“四色预警”，对隶属人员
处分集中的单位也排序预警，
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
促进监督约束机制进一步完
善。

本报济宁11月8日
讯(记者 晋森 通讯
员 刘祥鹏) 经开区
实行动态管理、跟踪管
理，及时掌握贫困户家
庭情况、脱贫状况及生
活需求，落实靶向治
疗，及时更新精准扶贫
户档案，认真开展建档
立卡“回头看”，强化跟
踪检查，确保真脱贫、
不返贫。

经开区组织帮扶
干部，每月深入所包保
精准扶贫户开展走访
调查至少2次，做到户
户见面，人人对话，对
照贫困户实际，认真登
记，对贫困户基本信
息、致贫原因、帮扶措
施、脱贫计划等严格对
照核实，及时更新精准
扶贫户档案。

另外，逐步探索出

具有自身特点的识别
方法，认真开展建档立
卡“回头看”，做好数据
清洗工作，实现建档立
卡贫困户动态管理。根
据贫困户调查识别结
果，坚持逐级公示、严
格筛选，确保村不漏
组、组不漏户、户不漏
人，实现全面覆盖。以
村为单位，组织帮扶
人员和村组干部挨家
挨户走访，一户一户
统计，按照脱贫标准，
灵活运用各类政策，
坚持缺啥补啥，确保
真实脱贫。对已经脱
贫的贫困户，实行定
期回访，继续保障和
改 善 他 们 的 生 活 条
件，对有返贫迹象的，
采取相应的措施，巩
固脱贫成效，确保不
出现新的返贫。

兖州区实施区镇村“三级联动一体化”，服务又提速

企企业业开开办办时时间间节节省省一一个个工工作作日日
文/图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张美荣 王德嘉

为解决企业和群众服务中的难点、痛点、堵点，10月1日起，兖州区下放“名称审核”“注册登记”
等26项登记权限至基层市场监管所，形成“镇村前台综合受理、区级后台分类办理、镇村窗口统一出
件”的“区镇村三级联动一体化”服务新格局，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兖州区推进党员干部廉政档案全覆盖

廉廉政政档档案案成成为为全全区区““护护林林员员””
经开区动态扶贫

真脱贫不返贫

兖州区政务服务大厅服务人员协助市民办理网上申报。 本报通讯员 刘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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