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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
为进一步深化我县“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一次办好”落地见效，从即日起，我报特开设专栏，以新闻舆论聚焦“一次办好”改革主题，以舆论力量推动
我县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减政放权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专栏将宣传我县各部门深化改革、抓好落实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良好
改革氛围，力争“放管服”改革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近年来袁 县公安局坚持改革引领袁
紧紧围绕民生工程袁 转变管理服务思
路袁 创新管理服务方式袁 以 野一次办
好冶 为抓手袁 深入推进 野放管服冶 改
革工作袁 努力实现行政审批和公共服
务事项 野一窗受理尧 一网办理尧 一站
式服务冶袁 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服务效率
和质量袁 大大提高了群众获得感尧 幸
福感和满意度遥
今后袁 县公安局将继续深入贯彻
落实十九大关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精
神袁 持续 推 进 野放 管服 冶 公安 改 革袁
坚持 野在放权上求实效袁 在监管上求
创新袁 在服务上求提升冶 的总体思路袁
以科技信息化为动力袁 以制度机制创
新为抓手袁 牢固确立以 野便民尧 利民尧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尧省尧市尧县
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的部署要求袁积极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袁 规范行政审批行
为袁强化审批权力监督袁显著提升整体服
务效能袁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开作
出以下承诺院
明确指导思想袁提高政治站位遥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尧
三中全会精神袁 围绕服务新时代现代化
建设袁以为企业和群众办事野一次办好冶
为改革理念和目标尧以权责清单为基础尧
以流程再造为关键尧以野互联网+冶为支
撑袁以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尧快捷度尧
满意度为衡量标准袁持续推进削权减证尧

通讯员 王峰 报道
县纪委利用反面典型的身边人身
边事袁 丰富教 育载 体 尧 创 新 教育 方
法袁 扎实开展一系列警示教育活动袁
用鲜活的具体例子袁 给党员干部深刻
的警示袁 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
能力遥
庭审旁听敲警钟遥 建立党员领导
干部庭审旁听警示教育制度袁 变庭审
现场为 野警示教育课堂冶袁 组织活动 3
次袁 400 余人参加遥 参加旁听庭审的
党员干部 野零距离冶 接受预防职务犯
罪警示教育袁 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职务
犯罪的严重后果袁 深切感受到了法律
的威严和违法的惨痛教训遥 极大地提
高了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尧 有效性和震
慑性袁 达到了 野旁 听 一案 袁 警示 一
片冶 的良好效果遥
案例剖析找 问 题 遥 以 典 型 案 例
为重点袁 每名党员干部要写一篇
心得体会袁 进一步深入思考袁 严
防重蹈覆辙遥 深挖案件反映出的
警示教育尧 监督制约尧 体制机制
等方面的问题袁 汲取经验教训遥

惠民冶 为导向袁 以群众获得感尧 满意度
为根本衡量标准袁 大力推进改革创新袁
不断提升服务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和水平袁 真正让老百姓享受到改革的红
利遥 承诺如下院
一是 在 野放冶 上动真格袁 做到真
心便民遥 打破传统固有思维袁 把该放的
权力放出去袁 以堵点尧 难 点 尧 痛 点 为
突破点袁 正视存在问题袁 认真梳理
办事环节袁 创新方式袁 简化手续尧
缩 短 流程 袁 积极 推 行户 政 尧 出 入 境 尧
交警尧 消防尧 治安等行政审批项目
野 一次 性 告知 尧 一站 式 服务 冶 服 务 体
系袁 做到优服务遥 二是 在 野管冶 上
下功夫袁 做到实心为民遥 把该管的
工作管起来袁 该挑的担子挑起来袁

流程再造尧精准监管尧体制创新尧规范用
权 野五大行动冶袁 推动政务服务理念尧制
度尧 作风全方位深层次变革袁 全力打造
野审批事项少尧办事效率高尧服务质量优冶
的发展环境袁 建设人民满意的食品药品
监管机关遥
聚焦关键环节袁突出工作重点遥对下
放的行政审批项目袁在加强上下衔接尧业
务培训和检查指导上下功夫袁 确保调整
下放到位尧监管到位遥积极组织人员参加
业务培训班袁 将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全
部落实遥 及时更新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并
加强动态监督袁 确保下放审批项目放得
下尧接得住曰落实野双随机一公开冶工作机
制袁规范事中事后监管遥

围绕案件剖析袁 对照遵守廉洁纪
律尧 履职尽责情况袁 认真查找工
作中的廉政风险点遥 查找工作中
是否存在以权谋私尧 吃拿卡要尧
懒政怠政尧 为官不为等不廉洁从
政的问题遥 要结合工作实际袁 分
析风险点袁 列出问题清单袁 制定
整 改措 施 袁 建 立 整改 台 账遥
走进监狱听忏悔遥 为加强预防
职务犯罪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县纪委监委今年分四次组织相关
单 位 500 余 名干 部 赴 济 宁 监 狱 开 展
警示教育活动遥 教育活动采取现
场观摩与听取现身说法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遥 在监狱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袁 大家参观了服刑人员的工
作区尧 生活区曰 在警示教育展厅袁
参观了近几年查处的腐败典型案
例 图 片 展 览 曰 在 警 示 教 育现场会
上袁 2 名职务犯罪人员结合自身经历袁
对自己的犯罪过程和心路历程进行了
深刻反思袁 剖析了从令人尊敬的领导
干部到放松自身教育袁 到忐忑不安的

做到审批减下去袁 管理跟上来袁 让
放权的政策 野活冶 起来袁 实现群众
办事 野一次办好冶 目标遥 进一步规
范受理工作袁 提高服务水平袁 实现
业 务 办理 规 范化 和 服 务 方 式 标 准 化 袁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袁 减少办事群众
等 待 时间 遥 三是 在 野 服 冶 上 求 实 效 袁
做 到 诚心 惠 民遥 切 实 强 化 服 务 意 识 袁
彻 底 改变 以 往重 审 批 轻 服 务 的 观 念 袁
紧 紧抓住群众关注的热点尧 难点问题袁
创新服务举措尧 提升服务效能, 积极创
新并持续推出便民利民新举措袁 配备叫
号机尧 自助签注和照相设备袁 坚持" 特
事特办袁 急事急办" 原则袁 开辟" 绿色
通道"袁 以优化服务为人民群众开便利
之门遥

推进依法行政袁优化政务服务遥从健
全制度尧 规范执法尧 强化监督等方面入
手袁规范行政权力运行遥定期在我局门户
网站公布最新的行政审批目录尧 行政审
批操作规范及流程图袁 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遥 我局承担的 7 项行政许可尧 信息公
开尧 小饭桌备案全部入驻县政务服务中
心袁 不要求群众提交多余证明尧 奇葩证
明袁所有事项遵循野一次办好冶的原则袁让
群众少跑腿遥
加强窗口单位作风建设袁 全面推行
服务承诺制尧首问负责制尧限时办结制尧
责任追究制袁着力规范工作行为袁促进整
体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遥

第一次袁 再到 野心安理得冶袁 一步步
滑向犯罪深渊的过程袁 发出了 野手莫
伸袁 伸手必被捉冶 的悔恨感叹和肺腑
之言袁 留出了一滴滴对不住父母和孩
子的泪水遥 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使在场
的每一位干部受到了一次心灵的震撼
和洗礼袁 以此有效筑起了一道反腐的
堤坝遥
通过一系列警示教育袁 大家充分
认识到了违法犯罪不但危害国家袁 危
害社会袁 更危害家庭袁 毁了自己袁 深
切体会到拥有工作尧 生活和自由的珍
贵遥 要对照自己算好 野政治账冶尧
野经济账冶尧 野名誉账冶尧 野家庭账冶尧
野亲情账冶尧 野自由账冶 和 野健康账冶袁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袁 在今后工作中袁
要用廉洁自律的先进楷模激励自己袁
用违法乱纪的反面教材警示自己袁 切
实做到严以律己尧 防微杜渐尧 警钟长
鸣袁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尧 价值观和利
益观遥 用党纪国法约束自己的思想和
行动袁 珍惜岗位袁 珍惜自由尧 珍惜生
活袁 做到干干净净做事尧 清清白白为
人遥

深化 野一次办好冶 改革袁 是建设人
民满意政府的重要举措袁 是县委尧 县政
府的重大部署袁 作为 野放管服冶 改革的
野先行官冶袁 工商部门坚决拥护尧 坚决落
实遥 县工商局以企业和群众迫切希望解
决的问题为导向袁 找痛点尧 攻难点袁 全
力推进 野一次办好冶 改革袁 切实优化营
商环境遥
在 野放冶 上袁 县工商局把窗口便民
化作为突破口袁 推行了 野45 证合一冶尧
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等改革袁 取消名称
预先核准登记环节袁 简化登记材料袁 优
化登记流程遥 实施一个窗口对外尧 一条
龙服务袁 落实 野一次告知冶 野一审核准
登记制冶袁 做到咨询一口清尧 发放材料
一手清遥 抓好牵头工作袁 与县公安局尧

税务局尧 银行精准对接袁 合力压缩企业 耶信用承诺尧 容缺办理爷 机制袁 在主要
开办时间袁 在全市率先推出 3 个工作日 要件齐全的情况下袁 为市场主体先行办
完成企业开办袁 合并设立登记与公章刻 理有关业务袁 减少企业和群众跑腿次
制业务为一个环节袁 并联银行开户和税 数袁 缩短办理时间遥
务发票领取业务遥 其中领取工商营业执
下一步袁 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
照袁 由法律规定的 20 个工作日压缩为 全县 野放管服冶 改革工作会议精神袁 结
1.5 个工作日袁 目前 80%以上的事项实 合部门职责袁 积极探索以企业和群众需
现了即时办结袁 提前办结率达到 100%遥 求为导向的简约便捷政务服务模式遥 继
在 耶管爷 上袁 积极落实 耶双随机尧 续简化企业开办手续袁 根据市局安排尽
一公开爷 新型监管方式袁 坚持无需不 快推行 野企业住所 渊经营场所冤 申报承
扰袁 除法定情形外袁 工商部门不入企检 诺制冶尧 野一址多照冶尧 野一照多址冶 等
查袁 不干扰企业经营遥 发挥牵头作用袁 登记创新举措袁 放宽企业住所登记袁 积
稳步推进全县涉企信息归集应用管理工 极探索 耶照后减证爷袁 学习济宁高新区
作袁 实现跨部门协同监管遥
耶 证照 分 离爷 试 点经 验 袁 进 一 步 激 发
在 耶服爷 上袁 推行预约服务尧 延时 野双创冶 活力袁 确保 野放管服冶 改革各
服 务 袁 深 化 耶政 银 合作 爷 遥 不 断 完 善 项措施真正落地生根袁 取得实效遥

按照省尧 市尧 县 野放管服冶 改革转
变政府职能工作要求袁 县交通运输局把
提升服务效能作为转变职能袁 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袁 精简行政审
批事项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袁 优化政务
服务环境遥 今年以来袁 我们将自身承担
的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拆分成 野颗粒
化冶 最小运行单元袁 并按照 野一次办
好冶 改革理念袁 对其进行系统梳理袁 减
少了申请材料袁 优化了审批流程袁 缩短
了办理时限袁 所有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
了承诺时限比法定时限缩短的目标遥
在今后的工作中袁 我局将以强化服
务意识为关键袁 以实现 耶一次办好爷 为
目标袁 继续深化 耶放管服爷 改革袁 通过

进一步精简申请材料尧 减少办事环节尧 能培训袁 提高窗口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
缩短办理时限尧 实行全程网办等具体措 务能力袁 不断提高服务水平遥 二是进一
施袁 积极推行 野马上办尧 网上办尧 一次 步梳理公开相关业务的政策依据尧 申报
办冶袁 为申请人提供 野店小二冶尧 野保姆 条件袁 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材料袁 多渠
式冶 服务袁 不论 野见面不见面冶尧 野跑 道尧 多途径提高办理效率和服务水平袁
腿不跑腿冶尧 野线上线下冶袁 从提交申请 通过预约尧 轮休等办法袁 为企业和群众
到获取办理结果袁 都要实现 野一次办 办事提供错时尧 延时服务遥 三是明确
结袁 群众满意冶袁 着力打造审批最少尧 野一次办好冶 工作清单标准袁 以清单形
流程最短尧 成本最低尧 服务最好的政务 式向社会公布 野一次办好冶 事项袁 向企
环境袁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 业和群众承诺合法合规的事项 野马上
得感遥 具体在以下三个方面狠下功夫院 办冶尧 一般事项 野网上办冶尧 面向个人的
一是不断加强作风建设袁 健全完善各项 事项 野就近办冶尧 复杂事项实行帮办代
管理制度袁 强化效能监督管理袁 进一步 办袁 确保运输业户办理的业务一次性办
细化尧 量化服务质量和服务标准袁 努力 结袁 一次性办好遥
提升服务质量遥 同时袁 开展各类业务技

大家上午好遥
今天能代表梁山一中教师在这里发言袁我感到十分激动袁
文昌阁野优秀毕业生欢送仪式冶的举行袁体现了县委县政府领
导对梁山教育的高度重视遥 在此袁 我谨代表梁山一中全体教
师袁对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袁表示衷心的感谢遥 也谨向在 2018
年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同学及家长表示衷心的祝贺遥
金风送爽袁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遥承载着各级领导及社会
各界的殷切关怀袁 我校今年高考再创佳绩袁 本科上线突破千
人袁考入双一流重点大学的人数突破百人遥以被复旦大学录取
的张滋杨尧张宝琪同学袁被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录取周尚德同学
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学子袁进入了各类高校深造遥他们用辛勤
汗水实现了人生理想袁也用优异的成绩为母校增添了荣光浴
作为一名老师袁 我见证了他们三年的野寒窗苦读冶遥 凌晨
洒满星光的路上是他们匆匆的脚步袁 深夜明亮的灯光照射着
课桌上他们埋首苦读的身影遥 朗朗的读书声透出他们不言放
弃的执着袁高过人头的资料记录着他们的艰辛付出浴我很荣幸
在他们成长的日子里与他们相伴而行袁 用自己的努力帮他们
插上腾飞的翅膀浴 野莫道秋来韶光短袁厉兵秣马踏征程冶遥 亲爱
的毕业生们袁你们踏在青春节点上袁背负行囊即将远行遥 海阔
凭鱼跃袁天高任鸟飞遥 期待你们再创辉煌袁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之材浴

时光如白马过隙袁三年转眼就过遥 回顾成绩的取得袁感慨
万分遥 这饱含着教师们无尽的心血浴 难忘集体课时的百家争
鸣曰难忘讨论问题时的唇枪舌剑曰难忘那一个个披星而来袁 却
又戴月而归的疲惫身影曰 难忘各科老师的精诚团结浴 有的老
师年岁已高却放弃清闲的岗位袁 宁愿在繁忙的一线为学生解
疑答惑浴 有的老师家中孩子尚幼袁 她们把对孩子的爱心倾注
到学生身上袁 赢得学生的尊敬浴 野捧着一颗心来袁 不带半根
草去冶袁 是老师们的无私奉献袁 成就了今天学子的光荣遥
野落其实者思其树袁饮其流者怀其源冶袁我们更应常怀感恩
之心袁 感恩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和正确引导教学工作的各级领
导遥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袁没有至上而下袁对一中工作的支
持袁没有浓厚的教学氛围袁没有团结合作的工作精神袁也就不
会有今天的成绩遥
2018 年我们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袁 但成绩只能证明过
去袁 向 2019 年高考冲刺的号角袁 已经吹响遥 在新的起点袁
我们一定振奋精神袁 鼓足干劲袁 以更高的热情袁 更加团结的
精神投入到更富有挑战性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去袁 尽我们的微
薄之力袁 推动梁山教育的新跨越遥
野路漫漫其修远兮袁吾将上下而求索冶袁我们全体一中人将
以此自励浴
谢谢大家浴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老师尧同学们院
大家上午好浴
我叫张宝琪袁梁山一中 55 级应届毕业生袁今年通过高考
被上海复旦大学录取袁临行之前能代表 55 级全体毕业生于此
发言袁我感到十分的荣幸与自豪遥
高考成绩公布后袁许多人羡慕我的成绩袁但我想说的是好
成绩并不是无缘无故得来的袁 它的取得离不开老师们的陪伴
与教导袁在梁山一中袁老师们早晨六点到校袁一直工作到深夜
十一点袁我们放学之后才能放下手中的工作袁全天陪伴在我们
身边教授我们知识袁解答我们的疑难问题袁可以说袁离了老师袁
任何成绩都将是天方夜谭遥当然袁成绩的取得也离不开各级领
导的关怀与照顾袁领导们关心教育发展袁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教

学环境与受教机会袁让我们在好的环境下茁壮成长遥在此我代
表全体毕业生向老师与各级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遥
另外袁成绩的取得更加离不开自己的努力袁高中三年袁将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袁对此袁我们必须要有野拼命三郎冶般的气
势袁拿出野不达目的不罢休冶的精神袁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袁课前
认真预习袁课上专心听讲袁课后及时巩固袁定期回顾复习袁这些
天天挂在嘴上的东西往往是真正有效的方法遥
今后袁 在大学生活中袁 我将会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袁 学
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袁 同时希望各位学弟学妹能努力学
习袁 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袁 为祖国与家乡的发展出一份
力遥
谢谢大家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