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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汤甜甜
深化“放管服”改革、
“ 一制三化”
审批制度改革，不断优化区域营商环
境，不仅是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完善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需要，也
是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现更高水平
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 十三
五”期间，红桥区政府政务服务办进
一步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减证便民”
工作，升级改造办事大厅，实行柜员
制 服 务 模 式 ，对 企 业 开 展 全 链 条 服
务，以优质政务服务水平不断优化全
区营商环境。
“十三五”期间，区政府政务服务
办积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
全面推行
“五减”
“四办”
、承诺
制审批、容缺后补等改革举措，2018
年依法依规对全区 150 项行政许可事
项和 548 项公共服务事项进行了全面
梳理。其中，涉及“四办”事项的分别
为“马上办”294 项，
“ 网上办”157 项，
“就近办”250 项，
“ 一次办”298 项；涉
及“五减”改革事项 272 项。目前全区
行政许可事项“网上办”达到 91.64%、
“一次办”达到 92.98%、
“马上办”达到
50.26%，
“ 就近办”达到 95%以上，可
承诺事项占全部事项的 85%以上，各
项指标均名列全市前茅。在中山大学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赴全

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国 16 个省级行政单位、84 个市、182 个
区政务办事大厅进行的评估各地政务环
境调研中，红桥区政务服务环境位列全
国第二。
在推动落实
“放管服”
改革、
“一制三
化”
改革的过程中，
政务服务窗口接办模
式的转变是改革最直接的体现。按照红
桥区深入推进“一制三化”改革总体部
署，2019 年 8 月 19 日，区政务服务中心
整体迁入红桥区光荣道科技产业园区正
融科技大厦并正式启用。新办事大厅占
地 2318 平方米，实行“一站式”全流程引
导服务，设置自助服务区，配备 16 台自
助电脑、5 台自助服务终端和 24 小时自
助服务超市，并提供免费打印、便民饮
水、便民老花镜等服务项目，
给企业和群
众带来最舒心的办事体验。派优秀业务
骨干进驻窗口一线，树立良好窗口服务

形象，按照“三集中三到位”原则，依托
“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窗口充
分授权”
的柜员制办理模式，
将办事窗口
由 106 个精简至 26 个，工作人员由 170
人减少至 81 人，集中办理事项由 116 项
增至 451 项，各类证明材料共减少 376
项，办事平均时限减少 50%。同时，严
格落实“好差评”制度，不断完善投诉处
理反馈机制，开辟现场投诉、电话反映及
书面建议等多种投诉渠道，及时受理企
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并追踪解决结果，
群 众 满 意 率 持 续 提 升 ，好 评 率 达 到
98%。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区政务服
务中心还积极推进“网上办”落实落地；
开展“双向邮寄”送达办；对外建成 3 个
政务服务无人超市和 12 个政务服务自
助网点，为企业和群众打通便捷办事的
智慧通道。

特别提示
第 30 届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线上）将于本月 20 日至 29 日举办。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本届桃花节以举办线上活动为主，在桃花堤公园不举办现
场活动，广大市民游客可通过网络和新媒体观赏桃花，尽量避免或减少线下人员
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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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在线赏花 云上尽享春日美景

市民游客可通过红桥政务网、
美丽红桥微信公众号、
美丽红桥抖音号等平台，
观看桃
花主题的线上直播、
短视频、
航拍、
图文、
H5等。各线上平台还设置多个页面板块，
分别
展示红桥区实施生态立区、
教育兴区、
土地强区发展举措等重点工作成果，
介绍区内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景区景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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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 共同维护游览秩序

桃花堤公园、
西沽公园每日上午8：
30开园，
下午5:00闭园（停止游客入园），
下午
5:30 对园内游客进行清场。景区实行限流管理，
桃花堤公园瞬时客流不超过 2500
人，西沽公园瞬时客流限制为 5000 人，达到限流人数后将停止后续市民游客入园。
所有进入公园的市民游客均需验证
“健康码”
并测温，
请主动配合工作人员做好相关
工作。周一至周五，
光荣道北洋桥旁的桃花堤公园大门为景区唯一出入口，
其余出入
口封闭，
禁止通行；
周末，
勤俭道桃花园大门增设为出口（只出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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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周刊

合理安排行程 注意个人防护

如市民游客前来游园赏花，
建议尽可能选择周一至周五，错开周末时间。桃花
花期可持续至 4 月下旬，在此期间均可游园观赏。市民游客也可前往与桃花堤一
路相隔的西沽公园踏青赏花，从容游览。另外，所有入园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做到不扎堆、不聚集。驾车前往的市民游客请听从交警现场指挥。市民游客在游
园过程中，如遇身体不适或紧急情况，可第一时间拨打组委会现场咨询求助电话
86516932 进行求助。

此外，随着国务院颁布《优化营商环
项目开辟绿色通道。截至目前，区政府
境条例》和《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政务服务办已为 4365 家企业免费刻制
的出台，红桥区政府政务服务办结合《红
印 章 12518 枚 ，为 企 业 节 省 经 费 共 计
桥区贯彻落实〈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
100 余万元；先后电话回访企业 3000 余
例〉的工作方案》，细化 5 方面 38 条工作
家，上门走访宝能置业、水游城、707 研
任务和 2 项法律责任，重点围绕“政务环
究所、伍创电商等企业 70 余家，发放扶
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
发挥
持资金 12 万元；先后完成“五十一中地
统筹协调、组织推动、监督指导作用，明
块项”
“ 红桥区光荣道科技产业园地块”
确牵头单位和具体责任部门，实行营商 “红星职专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月报告、季讲评、年度总结工作机
等 160 余个工程建设项目的立项手续，
制，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做法和先进
总投资额约 849 亿元。
经验在全区予以推广。同时积极围绕企
“十四五”时期，红桥区政府政务服
业全生命周期开展全方位、全链条服务，
务办将重点围绕《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
率先开发要件复用，率先实现开办企业
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若干措施》和
免费刻章；
建立企业电话回访联系制度，
及时了解企业实际情况和困难需求；积
极采取承诺制、容缺后补、特事特办、专
人全流程服务等方式为重点工程和民生

《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
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和贯彻落实举措，努力推动全区营商环
境率先达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标准，持续营造投资兴业在红桥的良好
氛围和发展环境。继续推进
“一制三化”
改革全面深化，坚持完善“前台综合受
理、后台分类审批、窗口充分授权”的柜
员制办理模式，扩大综合窗口受理范围，
增加“场景式”主题服务审批事项，以企
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目标，开展集成化
审批服务，切实让企业“进一门”
“ 跑一
次”
。全面升级智慧大厅平台，
努力实现
无声叫号功能，推广办事人以手机为端
口开展业务分类、查询、办理；丰富完善
线上平台模块，增加场景式审批等功能，
做到线上线下同步推进；优化要件复用
功能，以大数据为依托，
及时掌握企业用
户需求，主动提供服务，
使办事企业和群
众享受到更多个性化、智能化服务。同
时，不断完善区街两级政务服务中心综
合受理窗口设置和柜员制服务模式，完
善窗口和审批人员双评价考核体系，进
一步规范窗口服务言行举止，切实提升
窗口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树立便捷高
效的良好形象。

回眸
“十三五”畅谈
“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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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届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线上）将于明日开幕，届时红桥区将开启线上“云赏花”模式，将满园
春色装进云端，让市民游客足不出户就能尽享桃花竞放的如画美景。本刊也精心选取了不同视角的桃花美景，
让读者朋友们一饱眼福，感受春日的勃勃生机和温暖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