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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郭玉栋 报道）近年来，无棣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贴近群众需求，遵循
办事高效快捷、数据整合共享、平台
统一标准、进度统筹推进、政策优化
集成、上下一体联动的原则，着力加
强政务服务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
将“窗口办”与“线上办”有机结合，
切实推动县、镇（街道）、村（社区）三
级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全力实现政
务审批服务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办
事更便捷。

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
建设，提升行政审批大厅
服务水平

着力优化提升县、镇、村三级服
务大厅（便民服务点）“一站式”服务
功能。推进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

理，建立综合性实体大厅集中服务
模式，凡与企业生产经营、群众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应进
必进。积极创造条件，引导与群众
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气、讯、邮政
等便民服务事项纳入县级政务服务
中心大厅集中办理。加强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
点“六有一能”规范化建设，将教育
文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劳动就
业、扶贫济困、入伍服役等民生事项
纳入服务范围，确保群众就近办
事。目前该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已
实现规范化运行，12个镇（街道）便
民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574个村
（社区）便民服务点投入运行，村级
帮办代办员630人，已完成为民帮
办代办事项335项。

优化整合各种政务服务资源，
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度。优化实体大
厅功能布局，整合服务窗口，设置一
窗受理综合服务区、“一件事”套餐
服务区、惠企政策兑现服务区、跨省
通办服务区、企业自助开办服务区、
工程建设项目办理专区、水电暖气
讯报装专区，切实发挥综合专业窗
口实效性。强化高频窗口布局的系
统性、科学性、协调性，发挥车驾管

业务、办税服务、不动产办理、公积
金办理、人社医保、商事登记等各派
驻单位服务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合
理规划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
服务中心窗口设置，积极推行帮办
代办模式。今年以来，该县三级政
务服务大厅（便民服务点）共受理各
类事项67.95万件，办结率100%。

加强三级政务服务队伍建设，
提升基层政务服务能力。充分发挥
评价促服务提温度作用，通过山东
省政务服务网、部门业务办理平台
等渠道多方位开展政务服务“好差
评”工作，并将评价结果纳入窗口及
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组织无棣县政
务服务中心各派驻单位参加政务服
务综合素能提升专项培训，提高办
事人员的服务意识、能力和效率。
分批次对各镇（街道）、村（社区）便
民服务中心（点）近600多人进行便
民服务事项标准化建设培训，全面
提升基层政务服务工作能力。

加强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信息化建设，提升网
上政务服务水平

深化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支撑能力。做好政务服务平台完善
提升工作，为优化提升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提供平台支撑，无自建业务
系统的窗口部门统一使用山东省政
务服务平台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引
导办事企业和群众使用山东省政务
服务网进行网上办事。建设基层

“便民服务网上办事大厅”，逐步实
现网上政务服务三级全覆盖，提升

“事项通办、就近能办”的服务效
能。目前该县网上三级政务服务体
系已全面建成，12个乡镇（街道）、
574个村（社区）全部纳入便民服务
网上办事大厅。

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事项规范化
建设。依托山东省政务服务一体化
平台，纵深推进事项集约化、规范化
建设，实现网上政务服务全集中，进
一步规范审批服务，完善服务清单，
优化网上办事流程，不断提升网上
办事服务能力，不断拓展网上办理
深度和广度，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
项“掌中办”“指尖办”。目前，无棣
县政务服务事项已全部纳入山东省
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确保同一
事项在政务服务平台无差别受理、
同标准办理。

无棣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标准化+信息化”建设让三级政务服务更便民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赵金凤 报道）近年来，博兴县庞
家镇将政务公开作为精准服务型乡
镇、终身学习型乡镇、国庞文旅型乡
镇、联合社“三镇一社”建设的有力
推进器，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拓展公开内容，丰富公开
形式，创新政务公开“庞家”模式，全
力助推乡村振兴。

创新政务公开精准服
务模式，确保“三镇一社”
建设理念深入人心

庞家镇通过“线上+线下”公
开相结合的方式，让群众充分了解

“三镇一社”政策。该镇以县政府
网站为载体，结合实际，编制梳理

公开目录，及时公开各类“三镇一
社”政策信息。持续打造“庞家镇
乡村振兴论坛”“三镇一社”广播
频道，开设政策讲解、农机农技实
训课堂、农家书屋，成为引领和动
员农民学习“三镇一社”理念的重
要阵地。该镇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深
入田间地头、群众家里宣传政策，
鼓励群众自愿入社。截至目前，全
镇50个村都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
合作社，在助力村集体提升造血功
能、农民增产增收等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多措并举深入推进政
务公开，全力以赴将政策
福利送到群众家门口

为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工作目标，庞家镇拓
宽政务公开渠道，切实打通服务农
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将
政务公开向基层社区延伸，精心打
造了政务公开便民服务专区，配套
完善便民服务中心的软硬件设施，
把公开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对
镇、村宣传栏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在内容上更加突出“三镇一社”建
设政策及措施，全方位提升宣传栏
的作用功效。开展“政府开放
日”，邀请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以及部分群众代表参加，通过零距
离、面对面交流互动，让政府深入
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为
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
务。

不断丰富宣传载体，
全面打响“国庞”品牌

2018年4月，庞家镇成立联合
社，注册“国庞”商标，引领农民共
建新时代新乡村。通过“庞家镇人
民政府”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开与
联合社有关的信息，加强联合社与

“国庞”品牌的宣传引导。积极利
用网络直播、县新闻联播等媒介，
通过在各村定时广播、悬挂宣传横
幅等形式，让群众知晓加入联合社
的流程，扩大提升“国庞”品牌的知
名度。建设“国庞”产品展销大厅，
吸引客户“走进来”，促进特色农产
品的销售，实现集体增收、农业增
效、农民就地就业，为丰富乡村振
兴路径贡献力量。

创新服务模式 拓宽工作渠道 丰富宣传载体

庞家镇深化政务公开助推“三镇一社”建设

11 月 25 日，滨城区杜店街道
联合海燕社工在大尚幸福院开展
红色孝善第一期敬老服务活动，让
幸福院的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贴心服务。

大尚社区卫生院联合惠安中
医医院为老人完成血压测量、心电
图检测等项目，并根据老人身体情
况提出针对性养生建议。同时在
义剪摊位，志愿者正在为老人们义
务理发，切实让老人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关怀和温暖。（滨州日报/滨
州网通讯员 李金羽 摄影）

开展敬老服务开展敬老服务
落细为民举措落细为民举措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李蓓蓓 报道）“大爷，您家暖气热
了吗？”“你家温度现在多少度？”近
日，邹平市明集镇工作人员通过入
户走访对辖区居民供暖情况进行排
查摸底，并把居民反映的相关问题
分门别类建立台账，集中反馈、协调
解决，全力做好各项供暖保障工作，
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狠抓责任落实，扛起温暖保供
“大旗”。“原先烧煤取暖，不仅黑烟
呛鼻，还不暖和。现在用电取暖，政
府还有补贴，既干净又实惠。”谈起今
年刚刚用上的清洁取暖设备，西闸
村村民孙玉香颇有感慨地说。为保
障群众温暖过冬，明集镇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针对
商业小区和农村，推进集中供暖和

清洁取暖“双管齐下”。供暖前，该
镇与供热企业加强沟通协调，了解
企业热源状况，切实保障供热稳
定。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集中供
暖和推进清洁取暖进行安排部署，
压实各方面责任，对涉及供热服务
的各职能部门进行详细分工，成立
由镇村管理所、村建办、各管理区组
成的服务专班，做好今冬明春供暖
保障工作。今年，该镇供热面积达
70.9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户数5117
户，共完成“煤改电”改造1449户，开
展清洁取暖上门服务1500余次。

强化精准服务，当好群众温暖
过冬“大管家”。11月8日，学府春
天小区业主微信群有居民反映家中
暖气不热，希望得到尽快解决。收
到信息后，学府春天物业负责人第

一时间联系供热维修人员赶往居民
家中，对滤网、管道等供暖部件进行
全面检查，查明问题原因，最终解
决，居民暖气片很快就热了起来。
据了解，该镇在前期摸底排查的基
础上，组织物业工作人员、网格员、
供热企业技术人员对辖区18个小
区供暖情况进行督导管理，畅通信
息沟通渠道，对居民反映的供暖问
题，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冬天来了，
供暖是民生所需，我镇通过开展上
门走访，了解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
积极协调各方力量，迅速解决问题，
全力做好居民用暖工作。”明集镇副
镇长祝浩说。截至目前，共入户走
访1500余户，征集意见建议300余
条，解决群众供暖问题120多件。

注重安全宣传，拧紧居民冬季

用暖“安全阀”。“大爷，这是防范一
氧化碳中毒明白纸，冬季取暖一定
要注意安全啊，有不明白的随时问
我。”“大娘，我是镇上的工作人员，
来您家里检查取暖设备运行情况。”
连日来，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
产责任，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明
集镇各级干部全员下沉，逐户上门
开展一氧化碳中毒预防宣传、用火
用电安全防范提醒，持续加大对供
电、供气设备安全隐患的排查力度，
保证取暖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将安
全风险降到最低，强力拧紧居民冬
季用暖的“安全阀”。据介绍，该镇
召开安全知识讲座20余场次，发放
宣传单1.5万份，悬挂横幅36条，积
极营造了保障群众温暖安全过冬的
浓厚氛围。

狠抓责任落实 强化精准服务 注重安全宣传

明集镇“三项举措”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刘成露 报道）今年以来，滨
城区委编办按照机构清、编制
清、领导职数清、实有人员清的

“四清”要求，实施“12345”工
作流程，精准做好全区机构编制
核查工作。

据介绍，“1”是指依托机构
编制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开展一
次实名制数据维护，“2”是指完
善《机构信息核查确认表》《人员
信息核查确认表》两张表格，由
业务人员进行审核，“3”是指上
传《机构信息核查确认表》《人员

信息核查确认表》《数据承诺书》
三份附件，并做好确认工作，

“4”是指实施数据公示、信息上
传、数据校验、自查确认四个步
骤，把核查工作做细做好，“5”
是压茬推进单位自查、内部监
督、数据审核、实地核实、数据
报送五个环节，实现核查工作环
环相扣。

该办通过实施“12345”工
作流程，全面准确梳理机构编制
的数量、结构等实际情况，为编
委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滨城区委编办“12345”流程
精准做好机构编制核查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雪鹏 通讯员 孙梦圆 报道） 11月
25 日上午，沾化区泊头镇综治
办、妇联、团委、法学会联合开
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活动。

志愿者通过悬挂横幅、发放
宣传册、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
询等方式，向过往群众详细介绍
了什么是家庭暴力、如何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等，并耐心为大家
提供法律咨询，鼓励群众要敢于
与家暴行为作斗争，运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次活动，共发放普法资料
6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50
余次，进一步增强了群众法治观
念，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泊头多部门联合开展
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李珊珊 报道） 11 月 29日，
邹平市民政局党员干部来到长山
镇西店村和甘后村的孤困儿童家
中走访慰问，详细了解孩子们近
期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把精心
购置的羽绒服送到孩子们的手
中。当日，该镇32名孤困儿童领

到羽绒服。
据了解，11月27日，邹平市

民政局启动“暖冬行动”，山东创
新集团爱心捐款10万元，为425
名孤困儿童购置品牌羽绒服，让
孩子们充分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和关爱。

邹平市民政局联合爱心企业
为425名孤困儿童购置羽绒服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卢忠晶 报道）为推进城乡居
民基本保险参保缴费工作，连日
来，沾化区利国乡充分发挥“网
格化”作用，扎实推进城乡居民
医保社保参保缴费工作。

该乡网格员积极行动，采取
走访入户、发放宣传单、悬挂宣
传横幅、推送微信消息等方式宣
传缴费政策等，提高居民的知晓

率和参保率。同时积极引导居民
以家庭为单位通过医保经办窗
口、银行网点、网上自主缴费等
各类渠道完成参保缴费。

此外，该乡还通过网格化服
务方式将医保社保征缴服务系统
下沉延伸至各村居，以“零距
离”服务群众，彻底解决过去信
息滞后、不对称等问题，科学推
进医保社保缴费工作。

利国乡“网格化”服务
推进居民医疗社保缴费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巴金榜 报道） 11月 30日，
无棣县西小王镇中学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邀请部分学生家
长走进校园，举行“校园开放日”
活动。

该校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在

“双减”政策下学校采取的各项措
施，并向家长们展示了学校的

“规范跑操”“无声餐厅”“优秀作
业”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家校
沟通，全面开启家庭、学校、社
会合作育人新模式。

无棣县西小王镇中学
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王守刚 报道）“以前的党员
在师生中表现好与不好，我们学
校的党支部没有量化标准。现在
我们对党员实行积分管理，党员
表现更积极，师生满意度也提高
了。”说起实行党员积分制后的变
化，惠民县孙武街道中心小学党支
部书记信景华深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孙武街道学区党总
支在所辖7个党支部实行了党员
积分制管理，积分项目涵盖政治

学习、执行纪律、思想品德等五
个方面，基础分为100分，加分
项为20分，计分程序以党支部为
单位，严格按照“党员向党小组
申报、党小组初审、支委会核
查、党员大会通报、公示评分结
果、填写党员积分登记册”等六
个步骤对党员进行评定，采取一
月一评、一季度一公示，真正提
升了党员综合素质，促进各校教
育教学水平不断提升。

孙武街道中心小学
实行党员积分制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