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3月19日讯（记者
杜亚慧） 19日下午，山东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流程再造“1+N”制度体系。流程
再造是我省九大改革攻坚行动之
一，前期省委、省政府已制定了指
导意见，首批重点突破12项具体
流程。

据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
任（改革办副主任）田卫东介绍，

“1+N”制度体系，即《关于深化制
度创新加快流程再造的指导意
见》管总、12个具体方案管具体。

“1”主要对面上工作提思路、
提方向、提要求，便于各级各方面
整体把握，避免出现“合成谬误”；

“N”代表多批、多个具体流程，首
批推出12个当标杆、做样板，便于
先行先试、操作落实。

《关于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流
程再造的指导意见》确定，加快流
程再造的主要举措为，省级重点
实行“减权放权授权”“容新容缺
容错”，市、县（市、区）重点推行

“一窗受理·一次办好”，乡镇（街
道）、村（居、社区）重点放在基层
社会治理、服务群众办事上。各部
门配套联动、统筹推进，增强流程
再造的关联性、耦合性。

首批12个流程再造重点实
施方案，分别单独成篇，每个方案
均由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
施和流程图等4部分组成。这12
个流程分别是:打造精简高效政
务生态；再造企业开办流程实现

“全程网办”；全面优化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不动产登记“一网通
办”便民服务；医疗保障经办服务

“六统一”；高层次人才全周期服
务；跨境投资贸易；加快数据融合
应用；差异化监管；推进重点高频
民生事项“掌上办”；推动省直部
门（单位）高效有序运行；机构职
能优化。

此外，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获悉，山东将对已出台的流程
再造方案，适时开展评估，并根据
形势变化持续迭代升级。同时，按
照省委提出的“放权、精简、集成、
共享”总要求，在获得电力、信贷、
用地用水用气等方面，再推出一
批新流程。此外，将流程再造“1+
N”文件落实情况作为今年改革
督察、考核的重要内容，抓好跟踪
落实。

年底前全面取消
市级层面的行政许可

根据《指导意见》，山东将继
续大幅压减行政权力事项，3年
内将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压减50%
以上，凡能交给市场的一律不再
保留审批和许可。2020年12月底
前，全面取消市级层面设定的行
政许可。

充分向市县放权，除涉及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和
意识形态安全等重大敏感事项，
其他省级行政权力事项2020年12
月底前全部下放给各设区的市
实施，先期在济南、青岛、烟台市
开展试点。

实施精准定向赋权，对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青岛西海岸新区和国家级开发
区，根据用权需求，将省市两级

各项经济管理权限放足放到位，
实现“区内事区内办”。对省级开
发区，由各市制定赋权清单，下
放经济管理权限。

容错免责的干部
选拔任用不受影响

在容新容缺容错上，《指导
意见》明确，用发展的眼光对待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成长，创新性举措涉及调整实施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等有关规定
的，按法定程序报请批准后，可
以根据授权先行先试。

对达成明确投资意向的社
会投资项目，实施“模拟审批”，
待手续完备后即时转化为“正式
审批”。

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对改
革创新、先行先试、政策不明等因
素导致出现失误和偏差、造成一
定损失或影响，以及未达到预期
效果的，给予容错免责或从轻、减
轻处理，对存在的失误和偏差，在
容错的同时必须予以纠错。对容

错免责的干部，在考核评价、评
先选优、选拔任用、职级职称晋
升等方面不受影响。对容错从
轻、减轻处理的干部，在影响期
满后同等对待，合理安排使用。

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
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对全职引
进到省事业单位工作的高层次
人才，纳入机构编制实名制管
理。

在我省企事业单位工作、与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人事关系的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纳入高级
职称评审“直通车”范围。

2000项服务事项
实现“掌上办”

加强数据资源体系建设。
推动业务与数据深度融合，构
建规范统一的数据资源体系，
加快推进历史数据电子化，建
设山东“数据湖”。2020年6月底
前，实现人口、法人等基础数据
全归集。

在政务服务方面，多项事务

办理时限又压缩。
将企业开办合并为营业执

照申领、社保登记、医保登记、住
房公积金登记和印章刻制、涉税
办理 2个环节，1个工作日内办
结。

对不动产查封、解押、地址
变更、更名变更、异议等一般登
记业务即时办结，对非涉税抵押
登记业务和涉及转移、抵押联办
但已完成缴税的业务1日办结。
2020年6月底前，不动产登记实
现全省“一网通办”、异地可办。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方面，全
省范围内简易低风险项目审批
不超过20个工作日。在中国(山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
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
岛西海岸新区探索取消施工图
审查或缩小审查范围，2020年12
月底前全省依法取消。

2020年12月底前，“爱山东”
APP实现全省2000项服务事项
“掌上办”,各市服务事项接入不
低于200项，提供不少于100类电
子证照“亮证”服务。

山东推进流程再造“1+N”落实，首批重点突破12项具体流程

企业开办流程实现“全程网办”

近日，山东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流程再造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对在有效制度供给、流程优化重塑方面仍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开出良方，打造手续最简、环节最少、成本最
低、效率最高的流程。

国家监委调查组发布李文亮医生调查结果

武汉市公安局撤销训诫书并向家属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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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重点推动“减权放权
授权”“容新容缺容错”

市、县（市、区）重点推行
“一窗受理·一次办好”

19日，国家监委调查组发布
《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
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

根据通报，2019年12月，湖北
省部分医院陆续收治了一些不明
原因的肺炎病人。12月27日，湖北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向
医院报告了其接诊3例不明原因
肺炎患者情况。当天，武汉市疾控
中心安排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
检测。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又报告发现4例来自于华
南海鲜市场的不明原因肺炎病
例。武汉市卫健委组织专家团队
进行调查，并于12月30日15时10
分、18时50分在系统内下发《关于
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
急通知》等两份部门文件，要求做
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全面
开展华南海鲜市场相关肺炎病例

搜索和回顾性调查。该两份通知
分别于当天15时22分和19时许被
人上传到互联网上。

2019年12月30日17时30分左
右，李文亮医生收到同事发给他
的信息，17时43分，李文亮医生在
微信群中转发、发布“华南水果海
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
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等
信息。18时42分，又在该群发布

“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
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大家不
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按照武汉市关于不明原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武汉市
公安机关依据传染病防治、治安
管理等法律法规，以及市卫健委
的情况通报，对在网上出现的转
发、发布SARS等传染病信息情
况进行了调查处置。2020年1月

3日13时30分左右，武汉市公安
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与李
文亮医生联系后，李文亮医生在
同事陪同下来到该派出所。经谈
话核实后，谈话人员现场制作了
笔录并对李文亮医生制作了训
诫书。

调查通报详细公布了李文亮
医生的发病、治疗、抢救以及抚
恤、善后等情况。

组织抢救的医生说，李文亮
医生是我们的同事，又很年轻，我
们不希望他走，只要有一点希望
我们就不愿放弃，当时没有想其
他任何因素，就是想救活他，所以
抢救了很长时间。据为李文亮医
生会诊的院外专家讲，从李文亮
医生病案看，医院治疗比较规范，
能够根据病情调整药物和措施。
医院建议采取和实际采取的重要

医疗措施，均征求了李文亮医生
或其家属意见。

调查组的工作建议是：由于
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
执法程序不规范，调查组已建议
湖北省武汉市监察机关对此事进
行监督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
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及
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据央视新闻
又讯 3月19日晚，武汉市公

安局撤销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
并致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
理。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通报，1
月3日下午，武汉市公安局武昌
区分局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
对 在 网 上 出 现 的 转 发 、发 布
SARS等传染病信息情况进行
了调查，安排值班民警与李文亮

医生谈话核实，现场制作笔录，
对其训诫，并出具训诫书，属处
置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执法程
序不规范。武汉市公安局决定撤
销训诫书，并就此错误向当事人
家属郑重道歉。

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相关
纪律规定，经市公安局研究，对李
文亮医生被训诫一案相关责任人
作出如下处理：武昌区公安分局
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副所长杨
力，安排民警对李文亮训诫，适用
法律错误，存在执法过错，对民警
执法工作监督管理不力，工作失
职，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武昌区
公安分局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
民警胡桂芳，执法程序不规范，违
规出具训诫书，给予其行政警告
处分。

据新华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杜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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