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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刘南昌署名文章引起热烈反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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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作风建设
推动行政效能进一步提升
7 月 9 日，市委书记刘南昌在《人民日报》评论版“治理者说”栏目发表署名文章
《以好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对我市聚焦破除作风顽疾，持续开展效能革命，通过锤
炼干部高质量作风，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阐述。《人民日报》配发短评予以充
分肯定，指出“
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刘南昌书记发表的文章为全市各级各部门强化担
当作为，推动效能革命向纵深发展，发力“三次创业”、加快转型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各县（市、区）、各相关部门对刘南昌书记发表的文章展开了热烈的学习讨论。 即日起，
本报将推出系列报道，全面介绍各地各部门开展效能革命的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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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南昌同志的署名文
章， 全面阐述了我市深化
效能革命的做法和成效，
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党员干
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市行
政服务中心党员干部通过
集中学习、 个人自学等多
种形式， 认真学习领会署
名文章精神， 并结合工作
实际， 谋划继续深入开展
效能革命， 全面加强作风
建设， 推动行政效能进一
步提升的措施。
记者了解到， 我市深
化效能革命活动开展以
来， 市行政服务中心工作
效能进一步提升， 群众满
意度持续提高。
进一步增加进驻部
门，拓宽完善服务功能。 经
过积极协调和督查推动，
市政府法制办、 农业畜牧
局、 残联等部门相继进驻
中心设置服务窗口， 使该
中 心 的 进 驻 单 位 增 至 33
个， 进一步拓宽完善了行

政服务中心的服务功能。
该中心进一步增加进
驻事项， 解决个别部门项
目进驻不彻底问题。 对各
部门窗口进驻事项进行了
全面的摸底调查， 督促市
地税局、商务局、工商局、
住建局、国土局等 10 家单
位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全
面进驻窗口办理。 符合规
定的 58 项行政审批服务
事项已全部进驻中心或分
中心办理。
积极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建设，努力构建
实体政务大厅和网上办事
大厅相结合的政务服务新
机制。 目前， 相关部门的
697 个政务服务、公共服务
事项相继接入了市电子政
务服务平台。 今年上半年，
相关部门窗口已通过该平
台 受 理 各 类 事 项 47851
件，办结率达 100%，群众
满意率达 100%。
优化工作流程，统一编

印《办事指南》。 为确保各
部门进驻项目高效快捷办
理， 该中心组织各窗口对
所有进驻项目进行了再梳
理。 经过流程优化、时限压
缩，该中心即办件从 72 项
提高到了 129 项， 其他进
驻项目的承诺时限均进行
了提速。
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叶国明表示，下一步，该中
心将继续贯彻落实我市深
化效能革命的部署， 积极
履行加快推进“最多跑一
次” 改革的职责， 为民服
务。 加快建立行政服务效
能监察工作机制和服务质
量评价机制， 实行行政服
务质量考核排序， 进一步
优化办事流程， 提升即办
件比例， 提高社会各界和
人民群众对我市行政服务
工作的满意度。

工信部官网 7 月 11 日发布消息，针对媒
体报道的手机不明扣费、垃圾短信、骚扰电话
等问题，工信部高度重视，已组织相关通信管
理局、各基础电信企业着手开展三方面工作：
一是督促电信企业立即纠正错收费行为，并
要求基础电信企业从下月起以短信方式按月
向用户主动推送通信账单信息， 让用户明明
白白消费。 二是立即核实报道所涉具体问题
和典型案例， 已关停发送垃圾短信的短信端
口 31 个，处置涉嫌营销扰民的电话号码及关
联号码 82 个，约谈涉事企业，责令其全面自
查整改。 情况查明后，将依法处理违规企业，
问责涉事人员。 三是举一反三，深入剖析问题
根源， 堵塞管理漏洞， 全面提升运营服务水
平， 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信息通
信环境。
此前，针对骚扰电话问题，工信部已联合
10 余个相关部门制定了专门方案， 近期即组
织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 一是加
强通信业务和资源管理， 严控骚扰电话传播
渠道。 二是多部门联合行动，强化源头治理，
规范各行业商家的业务推销行为， 整治营销
扰民乱象。 三是增强技术防范能力，加强骚扰
电话的预警、监测、识别和拦截。
对媒体报道所涉灰色利益链条上的相关
违法违规行为， 工信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依法进行处置。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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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担当作为 深化“效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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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治理手机不明扣费
话费账单须按月推送用户

7 月 11 日，在中央反腐
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在
中美两国执法等部门通力合
作下， 外逃美国 17 年之久
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超凡被
强制遣返回国。
许超凡，男，中国银行广
东省开平支行原行长，涉嫌
贪污挪用中国银行资金
4.85 亿美元，2001 年外逃美
国，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
通缉令。 经中美执法部门合
作， 许超凡于 2003 年被美
方羁押， 并于 2009 年在美

被判处有期徒刑 25 年。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
组的领导下， 中央追逃办
统筹各方力量，发挥外交、
司法、执法、反洗钱和反腐
败等部门和广东省作用，
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开展了
长达十多年的追逃追赃工
作。 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
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将许
超凡案确定为两国重点追
逃追赃案件， 双方密切协
作，全力推进。在中美执法
合作强大压力和政策感召
下， 许超凡终于接受遣返

安排。 截至目前，办案单
位和中国银行已从境内
外追回许涉案赃款 20 多
亿元人民币。
许超凡 被 成 功 遣 返
是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
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家监
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
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
将进一步加大与有关国
家的合作力度，将追逃追
赃天网织牢织密，绝不放
过任何一个外逃腐败分
子。
（据新华社）

邮政网点可换领驾驶证
8 月底河南全省推行
“没想到休息日还能办业务，相当于全年
无休的车管所啊！”7 月 8 日，安阳市民王先生
高兴地走进相一路邮政营业所， 申领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 这是我省首家邮政代办交警
服务站，第一批启用的还有安阳市东风路、滑
县牛屯镇、林州市陵阳镇等 9 个邮政营业所。
据悉，邮政营业网点代办交通管理业务，
是河南公安 2018 年 10 项惠民新举措的重要
内容之一。 据介绍，邮政代办交通管理业务范
围包括补领机动车号牌、换领机动车驾驶证、
6 年免检申领合法检验合格标志、简易交通违
法前置处理、 缴纳交通违法罚款等四大类 15
项。
7 月 5 日，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和邮政部门
在安阳召开了全省邮政营业网点代办公安交
通管理业务工作推进会， 此项业务 8 月底将
在全省推开。
（任国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