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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办事
“15分钟距离圈”
——内蒙古稀土高新区推行“马上就办”
新华社记者 董璐
2015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稀土高新区推行“马上就办”改革，打
造群众办事“15分钟距离圈”，不断提
高服务群众水平，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提高了办事效率和市民满意度，获得
了当地居民的交口称赞。

从
“门口排长龙”
到
“一扇门办一揽子事”
“以前来办事时大厅全是人，
经常排
到大门口。大厅里人声鼎沸，
交流全靠
吼。
”
内蒙古昱德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
责人董昱说，
现在不仅办事环境好了，
效
率也越来越高，
过去需要3天才能办完的
业务，
如今不到20分钟就办完了。
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骆东升
说，截至目前，大厅已入驻工商、建设、
国税、地税等 10余个部门，
企业从名称
核准、公章刻字、国地税登记到开立基
本户均可一站式办理，
极大减少了审批
流程和办理时间。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高新区区
级行政审批事项由 89项精简至 22项，
审批时限由 23个工作日压缩到 2.
9个
工作日，即办事项达 15项，占审批事
项数量的 18%，
“ 一小时”办结事项 5
项，占即办事项数量的 33%，行政审批
效率大幅提高。
经常到大厅办理业务的内蒙古鼎
兴财务事务所工作人员张小乐说，办
业务来回跑六七趟、从早上 8点等到
中午才受理的情况再也没有了，如今
一个窗口就能办一揽子事儿，
特方便。

便民服务深入社区农村
为了给居民办事提供方便，高新
区以辖区区划和居民分布特点为依
据，打造了政务服务“一厅三站一中
心”，并以此为核心，结合全区 33个便
民服务点，服务审批事项辐射全域，缩
短了“空间距离”，实现了群众办事“15
分钟距离圈”。

“一厅”即区级政务大厅，可集中
办理企业审批事项及部分社会服务审
批事项，辐射稀土高新区全域；
“三站”
是辐射万水泉地区的万泉佳苑服务
站、火炬路社区服务站、稀土路服务
站，主要办理老年证、低保等与居民群
众生活切实相关的社会服务审批事
项；
“ 一中心”指的是统一协调“片长
制”工作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主要解
决各类社会治理问题。
年前刚为家中老人办理了高龄津
贴的高新区万泉佳苑社区居民董燕深
切感受到“马上就办”改革带来的好
处。她说，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办证，
不少证明还可立马直取，这在以前想
都不敢想。

多举措构筑城市管理新格局
来访事项有记录、处理过程有痕
迹、办理事项有结果……高新区在机
关 14个内设机构、3个街镇设立“马上
就办”协调对接岗，同时建立了一整套
责任管理和追溯机制，严格执行首问
负责制、执行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溯
制，杜绝了责任推诿和履职不端。
针对机关传统办公模式效率低
下、责任不清、落实不力的顽疾，高新
区建立了科技化网络办公平台以及与
之相配套的“红黄牌”管理制度，所有
办公平台交办事项均设置办结时限，
任务超期限停滞 1至 2个工作日，系统
自动向该部门“亮黄牌”、停滞超过 3
个工作日
“亮红牌”
。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闫化冰说，
高
新区正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去年 6月开始在全区推
行的“片长制”城市管理模式迅速提升
了城市宜居度，平台将片长制、综治司
法、统战群团、政务公开等工作全部纳
入，进一步拓展了社会治理范围，使得
城市管理不留死角盲区。

春运谢幕
3月 1
2日，呼和浩特站的旅
客正有序进站安检。当日，为期
4
0天的全国春运谢幕。春运期
间，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
限公司实现了“平安春运，有序春
运，温馨春运”奋斗目标，圆满完
成了艰巨的安保任务，提升了旅
客满意和获得感。
全媒体记者 弓小立摄影报道

“天仓节”
3月1
2日，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
思汗街道办事处讨思浩村文化广场，
身
着节日服装的村民为粮仓里添加粮食。
当日是农历正月廿五，
讨思浩村
“天
仓节”
民俗活动举行，
吸引周边乡村的上
万名群众观赏，
为新春祈福。每年农历

正月廿五是讨思浩村的
“天仓节”
“
，天仓
节”
俗称
“填仓节”
，
在当地已传承了 4
0
0
多年，
这一天，
村民们都要画仓祈福、
清
仓扫囤、
打扫庭院、
蒸花馍、
观花灯、
演社
火，
祈祷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粮食满仓。
全媒体记者 王正摄影报道

我区 14日起迎来降水 气温又降到零下
◇全媒体首席记者

吴博超

本报讯 近期，内蒙古开启了持续
升温模式，中西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
升至 20℃以上，多地今天将度过今年
来最暖和一天。内蒙古气象台预计，3
月 14日起，随着新一股冷空气到来，内
蒙古将再现大风降水降温天气，大部

地区气温下降 6℃左右，最低气温又将
降到 0℃以下。
内蒙古气象台预计，14日开始，鄂
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
市、
乌兰察布市南部有小雨，
乌兰察布市
西南部有中雨，
其余地区晴间多云。西
中部偏北地区和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
6到8℃，
其余地区气温下降6℃左右。

100个剧（节）目
列入自治区首批戏曲进乡村剧（节）目目录
◇全媒体记者

杨初然

评剧传统剧目《乾坤带》
《哑女告状》等，
现代剧目《大漠绿海》等；蒙古剧《敖其
本报讯 自治区文化厅 3月 12日消
尔和他的孩子们》
《长调歌王哈扎布》
息，为解决基层群众看戏难问题，丰富
等；二人台传统剧节目《走西口》
《打金
广大农牧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经组织
钱》等；现代戏《花落花开》等；小戏《秀
专家审议和网上公示，
自治区对外公布
姑劝夫》等；
漫瀚剧《凤祥楼》
《情与法》；
10种（类）100个剧（节）目列入自治区
漫瀚调小戏《漫瀚情缘》
《好人好梦》；
吉
第一批戏曲进乡村剧（节）目目录。
剧《远去的喊山号子》
《郝爷的心思》；
二
此次公布自治区首批戏曲进乡村
人转（拉场戏）
《尊严》
《盖房子》；道情
剧（节）目目录包括晋剧传统剧目《打金
戏《李大开店》
《曹庄杀狗》；
折子戏评剧
枝》
《金水桥》等；
现代剧目《巡城记》等； 《三岔口》
《小姑贤》。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十大承诺
一、
专业门店在身边
千余家新华保险客服中心伴您身
边，快享基础服务，乐享风险管理，满
足您的全方位需求。
二、
实时响应全天候
95567客 服 电 话 、微 信 、手 机
APP、网站，互联互通，智能高效，轻松
体验。
三、
投保便捷更安全
投保快速便捷，录信息、交保费、
签保单 10分钟即可完成，短信提醒全
程陪伴。
四、
预约回访更贴心
投保成功后，多个预约时间段可
供选择，
主动回访提示保单权益。
五、
保全服务更简单
提供满期、电话、地址等 60余项
保全服务，特定业务可通过手机 APP、
网站、E保通等多渠道办理，便捷尊享
保单权益。

六、小额理赔瞬时达
5000元以下小额个人客户赔案，
1小时内知晓结果；
一般赔案2日内知晓
结果；
复杂疑难赔案30日内知晓结果。
七、理赔超期给补偿
个人客户赔案超过 30日仍未告
知结果的，每超期一日支付一日的利
息补偿。
八、寻找理由主动赔
主动为客户寻找赔付理由，定期
拜访关心健康，突发事件主动寻访客
户，紧急医疗预付理赔金。
九、投诉畅通快响应
电话、网络、信件、来访多渠道受
理投诉，第一时间响应，10个工作日
内作出答复。
十、合规销售守诚信
详细讲解投保提示和条款内容，
主动提示保险产品的特点和风险，消
费安心，投保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