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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王宝
玉）为落实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服务

“六稳”“六保”工作，优化营商环境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10 月 22
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异
地办”“便捷办”“网上办”等三个方面
12项公安交管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11
月20日起，由公安交管部门推出的“异
地办+便捷办+网上办”等三个方面 12
项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正式在我市全
面推行实施。

这12项新措施包括“异地通办”方
面 4项：分别是推行摩托车驾驶证全国

“一证通考”，推行摩托车转籍异地通
办，试行私家车登记持身份证全省通
办，推行二手车出口临牌异地通办；“简
政放权”方面 5项：分别是扩大机动车
免检范围，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
龄，优化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申请条
件，扩大体检医疗机构范围，便利残疾
人家庭共用车辆；“网上服务”方面 3
项：推行道路运输企业信息查询提示服
务，推行驾驶人交通安全记录网上查
询，试点机动车交强险信息在线核查。

值得注意的是，为更好适应老龄化社

会发展新需求，本次推出的新措施将取消
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
托车驾驶证70周岁的年龄上限。71岁的
朱永喜告诉记者，这项政策推出后，他

每天都练习驾考题目，希望将来能考上
驾照，带老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扩大机动车免检范围等 12项措施
为老百姓带来了方便。”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车辆管理所驾管大队大队长周岩涛表
示，商丘交管部门已为60岁以上的群体
设置能力测试窗口，以满足其需求。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刘时轩
告诉记者：“为了全面落实公安交管放管
服12项改革，我们车管所采取了以下措
施，一是对工作人员以开晨会、业务培
训等方式进行了培训；二是设备更加完
善了，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三是在

‘两微一抖’平台中进行了大力宣传。通
过以上措施的推进，公安交管放管服 12
项改革必将给老百姓带来更加实实在在
的实惠。”刘时轩表示，12项放管服改
革新措施的实施，让群众办事更便捷、
企业营商更便利，同时也将为全市服务

“六稳”“六保”工作，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目前，为保证新措施顺利落地，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已制订配套制度，组织
信息系统升级，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
做好实施准备。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督查督办，狠
抓改革落实，保证改革取得惠民利企的
实效，让群众办事更便捷、企业营商更
便利。”刘时轩说。

11月23日，众人爱心车队的志愿者向市民发放“商丘市
民文明手册”，并组织人员在红绿灯路口疏导交通，为我市文
明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近日，我市被授予第六批“全国文明城市”光荣称号，
广大市民欢欣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在感到自豪的同时要继
续努力，时刻以“全国文明城市”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
时处处保持文明习惯，在就餐时，要深入践行“光盘行动”，
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进行到底。

11月 23日中午，记者在团结路一家餐厅见到正在这里和
朋友聚餐的市民郭女士，她和 3位朋友一共点了 4个菜和 1份
汤，她告诉记者，这家餐厅的饭菜味道很好，给的分量也很
足，她们4个人点4个菜，既能吃饱也能吃好。“我们点菜的时
候服务员提前告知我们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
打包带走，坚决做到不浪费。”郭女士表示。

在归德路一家旋转小火锅店，每个坐位前都贴有“光盘
行动”“文明用餐”等宣传标识，潜移默化中把厉行节约的餐
饮消费理念传递给广大市民。“这家是自助餐厅，我们都是吃
多少拿多少，现在提倡‘光盘行动’，我们会积极配合。”顾
客张先生说，他经常和同事一起在这里聚餐，这里的菜品非
常丰富，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

这家火锅店的负责人倪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在进货时就
做好了“光盘行动”的源头把控，根据平时大致的就餐人数
来订购菜品。“每天要配多少量的菜品，我们能做到心中有
数。保证顾客既吃到新鲜的菜品，店里也不会有剩余的菜过
夜。”倪先生说。

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缩影，“节约粮食、反对铺张浪费”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市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采取有效举措，深化“光盘行动”，引导餐饮单位自觉开展
文明餐桌行动，使节俭用餐、文
明用餐习惯越来越深入人心，
让“光盘行动”成为广大市民的
自觉行为。

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李娅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为群众宣传公安部12项交管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
王宝玉 摄

12项公安交管新措施来啦
我市相关部门已制订配套制度，组织信息系统升级，保证新措施顺利落地

剑指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多头
跑、来回跑……持续开展2年多的“减证
便民”行动，目前迎来新进展。

近日，记者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获悉，我国将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司法部副部长刘炤在会上表示，国
务院要求，今年 12月 31日前，各省区市
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制定全面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方
案。司法部、国务院审改办将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对全面推行工作的监督检查
和跟踪评估，加强指导协调。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什么？证
明减少后，群众办事创业会更方便吗？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减证”为群众“减负”

据司法部统计，截至2019年底，各地
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事项13000多项。
2018年9月司法部投诉监督平台共收到
群众相关投诉 865件，2019年 11月则收
到相关投诉15件，投诉量大幅度下降。

在证明清理工作的基础上，2019
年，经国务院批准，司法部组织天津、上
海、浙江等13个省、直辖市和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5
个部门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
探索建立“减证便民”的长效机制。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
赵振华介绍，试点涉及户籍管理、市场
主体准营、资格考试、社会保险救助等
60多个领域2000多个事项，极大方便了
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用“承诺”代替“证明”

根据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推
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
承诺制的指导意见》，12月31日前，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制定
本地区本部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的实施方案。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以
后，我们去政府机构办事将有什么变化？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向行政机关申请办
理行政事项时，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
（含电子文本）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以
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
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
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并依
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行政事项的工作
机制。

如果说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主要
是为群众办事“减负”，那么涉企经营许

可告知承诺制就为企业提供了更便利的营商环境。
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陈烨表示，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要求申请人作出承诺后，仍需要按照要求
提交有关申请材料，但行政机关不再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
查，需要当场作出许可决定，实际上是通过告知承诺大幅简化审
批程序，实现快捷办证和快捷领证。

真正实现“门好进、脸好看、事情好办”

“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并不意味着法定证明都不要了，而
是更多要通过行政机关的信息共享、事中检查、事后核查等方式
加强监管。”赵振华表示，今后要加强告知承诺信用管理制度建设。

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的，行政机关要依
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
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在机制建设方面，各地要建立审改、司法行政、政务服
务、信息公开、电子政务、发展改革、公安、财政、税务、市
场监管等单位参加的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工作协调机制，明确
牵头单位，指导协调、督促检查工作推进情况。

针对信息共享方面的“堵点”，政府层级之间、部门之间
及部门内部机构之间，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相互配合，形成有效
的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方面的制度建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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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博）从上周末开始，相信很多市民已经
感受到气温的变化了。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周二和周日早晨
我市最低气温将降至零下3℃左右，预计26日我市有次弱降水
天气过程。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多云间阴天，-3℃/7℃；星期
三，多云间阴天，1℃/10℃；星期四，阴天，部分地区有小
雨，5℃/7℃；星期五，多云到晴天，5℃/10℃；星期六，晴
天间多云，1℃/7℃；星期日，晴天间多云，-3℃/9℃。

市气象台关于生产生活的建议：冬小麦要加强分类管理，
适时划锄保墒，促进小麦根系生长，确保形成冬前壮苗。加强
越冬蔬菜和设施农业管理，做好防风加固，保温防冻，露天成
熟蔬菜要及时收获。本周冷空气频发，大风降温天气明显，提
醒大家注意取暖安全，及时添衣，秋裤、棉袄、羽绒服都可以
穿上了，防止疾病流行。

冷空气来袭 降温又降雨

11月20日，商丘市红十字会到商丘市立医院开展造血干
细胞志愿者血样采集活动，共有15位医护人员及家属成为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本报记者 李 岩 摄

智能手机和网络的高度普及，大大拓展了自助设
备在现实中的应用场景，所以不管是去医院挂号、缴
费、取检测报告，还是去超市购物结账，乃至是在公园
上个厕所，都可能会遇到和用到自助设备。这些功能
各异的自助设备，对于使用者来说，提高了办事的效
率，免除了排队等麻烦，也就意味着节约了办事成本，
而对于设立自助设备的单位、商家来说，则是减少了
人力成本，同样提升了自身的运营和服务效率。

看上去自助设备的大量应用，获得了多方共赢的
结果。但是在很多时候，自助设备也不总是那么靠
谱。用户在停车场使用自助寻车设备，结果要么无法
显示车辆信息，要么显示出来了，也无法提供定位服
务，还是找不到自己的车辆停在哪里；有人在公园上
公厕，想通过自助取纸机取手纸，结果连续关注了三
个公众号，最后还是没有吐出纸来，浪费了时间，还让
人很尴尬。

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以说很多人都碰到过。而背
后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比如有的是因为自助设备
在功能设计上不够合理，给使用者平添了许多麻烦，
还有的则是设备的稳定性不够好，本身就存在很大的

缺陷，结果在运行和服务过程中屡屡发生故障和问
题，导致无法提供正常的服务。但是一些单位和商
家，在节省成本和开支的情况下，却患上了“自助设备
依赖症”，安置自助设备以后，就减少或取消了人工服
务，一旦设备出现故障，用户就变得十分被动。

我们并不反对自助设备在公共场所的应用，应该
说这是一种趋势或潮流，但我们使用自助设备的最主
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节约办事成本，如
果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也就失去了使用的意义。
对于购置和安装自助设备的单位、商家来说，一定要
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高科技≠优质服务”，
自助服务设备要想真正受欢迎、接地气，不仅要有高
科技、互联网“外衣”，更要保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
务“内核”。

自助服务设置方乃至背后的生产厂家，应该以服
务对象为中心，深入研究受众使用习惯，简化操作流
程，尽量减少给用户带来的不便。只有以用户为中
心，自助服务才能为大家接受。同时，有了自助设备，
并不代表就可以完全取消人工服务，如何平衡两者的
权重，也是对单位、商家的一种考验。

别让自助设备给百姓生活“添堵”
□ 苑广阔

▲11 月 22 日，园林工人们在
商均路道路绿化带内进行苗木补
栽作业，消除冬季道路绿化带缺
株和黄土裸露现象，营造良好的市
容环境。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11 月 23 日，工人们在对平
原路交通护栏进行打磨清理，消除
锈色，使道路容貌更加美观。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