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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园林管理部门在睢阳南路
清除枯枝死树、补植新树，进一步增加城区绿化面积、提高
绿化质量。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4月 1日，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居民钱旭一大早
便来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成功申办了一个普通
护照。

这是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新政实施第一天，
首个外省居民在我市异地申办普通护照。钱旭高兴地
说：“现在办理出入境证件，真是太方便了！”

昨日，记者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获悉，自今
年 4月 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
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
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
办理上述出入境证件，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最大优点：实现了三个“都能办”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魏咏梅告诉记者，出
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后，实现了三个“都能办”：

全国各地都能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出入
境管理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申请材料与户籍地一
致；

内地居民都能办，即不受户籍地、居住地等条件
限制，内地居民均可在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

出国出境证件都能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
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都可在异地
申办。

“全国通办”新政与以前异地办证措施相比，主
要有以下三方面变化：一是惠及人员更多。取消了地
域、人群、证件种类、申办条件的限制，由异地就
业、就学等人群扩大到全部内地居民，涵盖了内地居
民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各类需求；二是申办手续更
加简便。群众异地申办上述证件无需再提交居住证、

就业、就学、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与户籍地申请手
续一致；三是服务方式更加灵活。进一步拓宽了异地
申办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的办理渠道，由原来只能
到出入境管理窗口人工柜台申请，扩展为即可在窗口
申办、也可在电子签注机上自助办理，立等可取。

制度创新：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国人口流动日趋
频繁，异地就业工作、异地就学创业、异地居住养
老日益增多，人民群众异地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呈
不断增长的趋势。据有关部门估算，2019年将有2100
万以上人次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今后还将逐年大幅
增长。

魏咏梅告诉记者，“全国通办”是深化“放管
服”改革、提高移民管理服务能力水平的重要制度创
新。“全国通办”的实施，既节省时间成本，又节约
吃、住、行费用，有效减轻群众办事办证往返户籍地
的负担。

“‘全国通办’的推行，更好地回应了人民群众
对异地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新期待新要求，更好地满足
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魏咏梅说。

网上服务：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魏咏梅还告诉记者，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
台同步于4月1日上线，我市也建立了相应服务平台。

该平台通过服务网站、国家移民管理局APP、第
三方平台等方式，可为群众提供24小时网上服务，真

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用户可通过平台网站、移民局APP、微信和支付

宝端小程序等方式注册使用。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
务平台的网址是：https://s.nia.gov.cn。移民局APP可
通过手机应用宝、华为应用市场、360手机助手等下
载使用。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搜
索“移民局”，直接使用。

为保障信息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用户在该平台
办理相关事项时，需要进行实名注册认证。在服务平
台办理往来港澳台旅游签注、证件进度查询等事项
时，还需通过人脸进行实人认证，确保系本人办理。

目前，服务平台主要有以下六大功能：一是提供
往来港澳台旅游签注申办服务；二是提供证件办理进
度查询服务；三是提供证件预约申请服务；四是提供
证件信息查询服务；五是提供出入境记录查询服务；
六是提供办事指引查询服务。

放大效应：服务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

2018年 5月 1日，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了办理出
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
欢迎。

魏咏梅告诉记者，如果说“只跑一次”重点解决
的是群众“反复跑”“往返跑”问题，那么，“全国通
办”重点解决的则是“回乡跑”“长途跑”问题。

“我们将执行统一的‘全国通办’制度，申请人
只需到出入境管理窗口一次即可完成全部申办手续。

‘全国通办’和‘只跑一次’这两项措施的并行叠
加，将产生更大更好的联动放大效应，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办证服务！”魏咏梅说。

实现全国各地、内地居民、出国出境证件三个“都能办”——

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带来哪些便利
本报记者 王 冰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春暖大地，万物
勃发，三月的睢县一片生机盎然。3月31日，在睢县胡堂乡
李窑村文化广场，鲜花拥簇，人声鼎沸，由该乡党委、乡政
府主办的“相伴 60周年钻石婚”庆典活动在这里举行，来
自全县各界人士及全乡群众2000多人为37对80岁以上的老
人送上衷心的祝福。

“有钱尽着父母花，好饭尽着父母吃，好衣尽着父母
穿，好房尽着父母住，美景尽着父母看……” 庆典活动在
该乡党委书记徐照华、乡长孟庆云带领干部群众读诵孝亲誓
词中拉开序幕。

活动中，老人们戴鲜花、穿婚纱、走红毯、看节目、吃
喜糖……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我今年89岁，老伴陈素兰92
岁，我们结婚 67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今天能补办欠缺
半个多世纪的婚礼，这都是党给我们的幸福生活，想想当年
为党和人民献身，值了。”来自该乡赵楼村的邵长太说，他
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在那个战争年代，他和妻子没有西
服，没有婚纱，甚至连结婚证书都没有，然而他们相守相伴
了60多年，甘苦与共了60多年。

为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充分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价值，近年来，胡堂乡以孝修身
立身、以孝治家兴家、以孝治村兴村、以孝治乡兴乡为目
标，开展立家规、定家训、正家风和幸福大讲堂、孝道文化
节等活动，从而提升治理乡村能力。

通过举办此次活动，该乡在引导干部群众孝善敬老的同
时，注入更多正能量，进而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风，助推乡村振兴。该乡乡长孟庆云表示，今后该乡将孝善
文化作为创新基层党组织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决心用3年时间将该乡打造成“豫东
孝善第一乡”，让“孝善”成为胡堂乡的金字招牌，让“每
日一孝”“每日一善”成为胡堂乡全体干群的生活方式、工
作方式和行为习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睢县胡堂乡：

37对老人喜庆钻石婚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李
峰） 3月 30日，为期一周的河南（睢县）
云腾生态园赏花节拉开帷幕。园内千亩
樱花、桃花、梨花争相竞放，争奇斗
艳，游人如织。

在城郊乡汤庙村、保庙村相邻的近
5000亩沃野平原，清澈的申家沟河水静
静流过，河南云腾农业科技依托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的政策扶持，全力打造全
生态田园综合体，今年已获批为省重点
扶持建设项目。该田园综合体项目建成
后将集农业种植养殖及加工、生态农业
休闲旅游观光、特色餐饮游乐、田园科
普教育、田园康养中心为一体的新型农
业产业示范园，对于开发睢县乡村旅游
资源、塑造睢县乡村旅游品牌、整体提
升睢县全域旅游知名度具有重要标志性
开创意义。

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城郊乡党
委书记闫业忠表示，城郊乡将全力支持
云腾田园综合体建设，努力塑造云腾旅
游品牌，提升睢县乡村旅游美誉度，推
动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持续稳步发展，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开幕式上，与睢县同根同祖的睢人
后裔——贵州水族同胞为游客展示了具
有浓郁民族特色古老原始的舞蹈，游客
们纷纷举起相机拍照留念。截至 4月 1日
记者发稿，据不完全统计，短短 3 天时
间，云腾生态园参观游客量已突破6万余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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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解 读解 读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近日，市12345政府服
务热线接到多起睢阳区归德路与工贸路退休保险所
家属院居民的来电反映，称该小区通信线缆和用电
线缆安装无序、私拉乱扯、线网密布，严重影响居
民生活及消防安全，向相关部门反映投诉无果，始

终无人解决。
3月 29日上午，“12345”热线督办中心工作人

员和新闻媒体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该小区确实存在
安装混乱、居民私拉乱扯的现象，“蜘蛛网”和乱
糟糟的线缆团处处可见。随后，中国联通商丘分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河南有线电视
集团商丘分公司、商丘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与东方
办事处中原社区负责人，到达该小区现场召开协调
会，并提出解决方案。经现场会同研究决定，家属
院按楼号划分为四个区域，由以上公司一一负责明
确线缆用途、走向，共同整理小区线缆。由于整改
布线涉及到强电线缆，届时会对小区居民用电进行
暂时断电，商丘供电公司与中原社区负责人均表示
将全力配合此次整改，提前向居民下达停电通知，
确保整改工作于本周顺利进行。

困扰该小区多年的线缆问题这次能否得到彻底
解决？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督办中心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将会同本市新闻媒体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
进行持续关注。

市民反映：小区线缆乱扯如蛛网
“12345”热线：现场督办促整改

商丘市12345
服务热线微信公众号

商丘市12345
服务热线手机APP

商丘政务服务网
二维码

12345一周速递

上周全市共受理有效事件 1828 件，其
中，电话受理 1703件，微信受理 82件，手机
APP 受理 24件，政务服务网受理 8件，网站
受理11件。

本周办理较好的单位有市公安局、睢阳区
人民政府、宁陵县人民政府、虞城县人民政府、
市正源水务有限公司、市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上周群众主要反映的热点问题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生产经营类（市大运货运有限公司
因变更法人导致的后续问题）、市政管理类
（梁园区刘口镇道路被大车碾压损坏、平原办
事处辖区内祥和小区通信光缆被切断的问题）。

目前，市城市管理局超期工单 54条，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超期工单 20条，市住建局超
期工单15条。

（本报记者 司鹤欣 整理）

本报讯（记者 祁博）上周，我市在出现短暂的“倒春
寒”后，气温于周末开始回升，这个趋势将会在本周延续。
本周，我市气温回升更加明显，周最高平均温度逼近
24℃，其中周六最高温或达28℃。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多云间晴天，7℃/20℃；星期
三，晴天间多云，5℃/21℃；星期四，多云到晴天，7℃/
23℃；星期五，晴天间多云，10℃/27℃；星期六，晴天间
多云，13℃/28℃；星期日，晴天间多云，10℃/21℃。

市气象局关于农事生产的建议：目前我市小麦即将进入
孕穗期，是需水的关键期，要抓紧时间浇水，及时追肥，满
足小麦生长需求。各地要加强红蜘蛛、纹枯病、蚜虫、地下
害虫等病虫害监测，及时防治。加强设施农业管理，晴天上
午升温快，要适时通风，控制棚内气温不超过 35℃，避免
发生高温热害，通风后及时盖好棚膜，避免晚间冷空气钻入
棚内伤苗。

冬去春来，气候冷暖多变，“倒春寒”时时光顾，加上
春季细菌病毒活跃，感冒发病率较高。因此，春季穿衣应以
保暖为重，一件一件地减。由于人体下部的血液循环要比上
部差，容易遭受风寒侵袭，所以宜“上薄下厚”，即先减上
衣，后减下装，鞋子也要穿得暖和一点。天暖出汗后，不要
猛脱衣服，应把衣扣解开，等汗液自然落下后再脱，防止外
感病邪侵袭人体。婴幼儿、老人等体弱人群更要“春捂”。

本周升温明显
周平均最高温度达24℃

3月30日，游客在云腾生态园里赏花游玩。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