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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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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辽宁将在持续优化 58 项“跨省通
办”政务事项的基础上，确保74项全国高频政务
服务事项的“跨省通办”，解决企业和群众异地
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问题。

日前，辽宁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
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印发《深入推进政务服
务“跨省通办”“区域通办”“省内通办”工作方
案》，提出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实现

“只提交一次材料”，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跨省通办”“区域通办”“省内通办”。

东北三省实现“区域通办”

《方案》提出，在落实全国“跨省通办”事项清
单的同时，深化东北三省一区“区域通办”。建立
与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区“区域
通办”机制，完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东北
三省一区“区域通办”专区功能。

年底前，省（中）直各有关部门将制定“区域
通办”事项清单，明确“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
办”“多地联办”实现路径，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

支撑保障。

教育、医疗等事项“省内通办”

《方案》提出，年底前将编制“省内通办”事
项清单。

省（中）直各有关部门围绕创业、教育、就
业、社保、医疗、养老、居住、婚育、出行等企业和
群众异地办事需求，梳理核定本系统可以实现

“省内通办”的事项，编制“省内通办”事项清单，
并通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公开。

同时，推动“一件事”“省内通办”。
年底前，打通“一件事”审批链条上的业务

系统，实行审批全流程电子化，减少纸质材料，
逐步推进更多高频“一件事”“省内通办”。

线上办事“掌上办”“指尖办”

《方案》提出，开通线上服务专区，同时开设
线下服务专窗。线上服务将开通“跨省通办”

“区域通办”“省内通办”专区，依托身份认证、电
子印章、电子证照、电子档案、EMS、“好差评”等
服务，强化“全程网办”支撑能力。年底前，加快

“辽事通”移动端建设应用，推动更多“跨省通
办”“区域通办”“省内通办”事项“掌上办”“指尖
办”。

线下服务原则上县级以上政务服务中心要
设置“通办”专窗，配备相应设备和人员，提供事
项咨询辅导、材料接收、结果反馈等服务，有条
件的地方可延伸到乡镇（街道）、村（社区）。“跨

省通办”“区域通办”“省内通办”事项将入驻“通
办”专窗，在醒目位置公布“通办”事项清单、咨
询电话、办事指南等信息，完善物流和支付渠
道，有针对性地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
供便利化服务。

电子证明100%存入数据库

《方案》提出，推广电子证照电子印章应
用。年底前，各地区、各部门要依托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推进证照、批文、报告、证明等各类政
务服务办理结果电子化，推进全程无纸化、电子
化审批。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快电子证照归集，
产生的电子证照100%接入电子证照库，细化应
用场景，实现互认共享。

提升数据共享应用能力。建立权威、高效
的数据共享协调机制，明确数据共享制度流
程。年底前，各地区、各部门要梳理数据共享需
求清单，依托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受理
数据共享需求并提供服务。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或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等情况外，要按照“应
享尽享”原则，一律面向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履行
职责需要的数据共享服务。

统一服务标准

《方案》提出，统一业务规则和标准。年底
前，省（中）直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应减尽减”原
则，大力推动“减时间、减环节、减材料、减跑动
次数”，优化调整“跨省通办”“区域通办”“省内
通办”事项业务规则，明确申请条件、申报方式、
受理模式、审核程序、办理时限、发证方式、收费
标准等内容，统一办理流程和办事指南，推动事
项办理规范化、标准化运行。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辽年底前74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医院和药房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关
卡和哨点，要让患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
断、早隔离”，沈阳职能部门第一时间切断疫情
传播链条就要把好这道“关卡”及时吹哨预警。

在铁西区笃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医护
人员对来就诊患者进行严格的预检分检：测量
登记体温，出示健康码，接受临床症状与流行病
学史问询，填写《辽宁省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感染
风险排查表》。

铁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韦永军介绍，按
照省市疫情防控要求，铁西区形成完善的医疗
机构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患者隔离、上报和转运
流程。基层医疗机构在预检分检中，甄别出有
相关症状的就医者，引导至应急隔离区进行封
闭隔离，再由专门的负压急救车转运至铁西区
中心医院发热门诊进一步检查，全程只需要 30
分钟，并且全程闭环，切断感染可能。

自全国新一波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沈河区
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区卫生工作者协会组建专
项工作检查组对辖区内现有的 449户医疗机构

开展多次地毯式监督排查。截至目前，已经先
后停业整顿 30余户次，很多业户已经整改验收
后重新开诊。

沈河区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为突出基层医
疗机构的哨点和探头作用，制定了专门的奖励
机制。民营基层单位如果发现发热患者，立即
对其隔离，并通过 120转运到发热门诊，卫健局
奖励人民币100元，如果该患者被确定为新冠患
者或疑似新冠患者，奖励人民币5000元。

在铁西区一家国大药店入口处，有一个测
温台、一个志愿岗、一条隔离线。经过体温检
测、健康通行码检验，记者方才被放行进店。

如果市民要购买“一退两抗”、止泻药品，必
须出示身份证，对相关信息进行实名登记；店员
通过“沈阳市市场监管局政企互动平台”退热药
登记系统，把信息实时上传。

“一退两抗”即退热药品、抗病毒药品和抗
菌类药品，像常见的布洛芬、连花清瘟、利巴韦
林、罗红霉素、阿莫西林等都在其中。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本报讯 辽沈晚报特派朝阳
记者张辉报道 8 月 17 日，记者在
朝阳市教育局获悉，为确保应届
考入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顺利入学，朝阳市对由民政部门
和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家庭经济
困难考生发放高考入学救助金。
户籍在双塔区、龙城区的家庭经
济困难大学新生每人一次性可获
3000 元或 4000 元高考入学救助
金。

户籍在双塔区、龙城区，参加
2021年应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考试或者中职对口升学考试，
被国内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录
取的由民政部门和乡村振兴部门
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领
此救助金。救助标准为考入本科
院校学生每人一次性救助 4000
元，考入专科院校学生每人一次
性救助3000元。救助金申办程序
为一站申办，审批发放。

申请高考入学救助金的学生
需 持 国 内《普 通 高 校 录 取 通 知
书》、准考证、户口簿、身份证，同
时提交上述材料复印件一式2份，
到建设银行朝阳天骄支行办理银
行卡和申请手续。申办时间自 8
月10日开始至9月10日结束。建
设银行朝阳天骄支行地址在双塔
区凌河街四段223号（南塔公安分
局斜对面），联系电话2977213。

辽宁印发《深入推
进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区域通办”“省内
通办”工作方案》。

实现“只提交一
次材料”，推动更多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跨省通办”“区域通
办”“省内通办”。

政务服务线下专窗将提供事项咨询辅导、材料接收等服务。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朝阳困难大学新生
最高可获四千救助金

预检分检 应急隔离 急救转运

沈医疗机构实现“全闭环”

医护人员对来就诊患者进行严格的预检分检。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