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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通通企企业业百百姓姓办办事事““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本报记者 周美玉 白莹 文/摄

专题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 指出， 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打破各级政府部门
信息壁垒、 提升服务效率， 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人。 今年， 本市各部门积极打造 “互联网+政务服务” 模式， 运用大数据
和互联网功能， 让办事群众进一家门办百家事， 实现让数据多跑路， 百姓少跑腿的目标。 比如， 企业全程电子化办照， 百姓办证
不出社区， 一系列举措已经让企业、 百姓获益， 打通了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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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
办企业“万事不再开头难”

“都说 ‘万事开头难’， 没
想到迈向市场的第一步这么顺
利。 新办企业当场受理、 核准、
发照 ， 喝杯咖啡的功夫执照到
手， 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所付出
的努力点赞！” 日前， 在大兴区
政务服务中心， 申请人薛先生对
工商服务竖起了大拇指。 薛先生
表示， “过去办事要窗口排队 ，
材料往返修改， 手续繁琐让人挠
头。 还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没
想到却当场领到了执照。 改革速
度令人惊喜！”

同时， 外资企业也享受到了
便利。 尼科历伸·亚历山大是一
位来自乌克兰的小伙子， 毕业于
基辅大学中文系， 能讲一口流利
的中文。 早在2009年， 他和妻子
米拉就来到了中国， 在健身俱乐
部担任教练 。 随着学员越来越
多， 米拉萌生了自己开办健身公
司的想法， 不过遭到一些朋友的
反对， 理由之一就是外国人在中
国办企业很麻烦， 手续繁琐。

但他俩仍想试试， 就来到了
北京市石景山区企业开办大厅咨
询外资公司的办理流程。 “让我
没想到的是， 登记注册是这么方
便， 仅仅两天时间就办下来了。”
亚历山大告诉记者， 由于外资企
业设立需要到北京市商务委备
案， 企业开办大厅的帮办人员在
大厅帮助他们做好了网上申请并
提交， 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拿到了
公司的营业执照和4枚印章。

本市8成企业全程电子
化办执照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 从哪
些方面精简环节、 压缩流程？ 据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开
办企业方面， 本市结合企业开办
涉及的7个环节进行逐项梳理 ，
按照 “能整合的尽量整合， 不能
整合的全面提速” 的工作原则，
设立区级企业开办大厅， 目前已

将企业开办的7个环节压缩到2
个， 实现新企业开办时间从24天
缩短到5天。

首先从 “互联网+政务服
务” 方面入手， 办理营业执照所
需时间从8天压缩到1至3天， 全
程电子化 “E注册 ” 登记模式 ，
在线申请公司设立登记， 申请、
受理、 核准、 发照、 公示、 存档
等各环节全程网上办理。 今年3
月以来， 全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
化平均审核时间环比增速超过
50%， 现场提交登记申请， 名称
与设立登记合并办理， 享受 “全
城通办” 等便利服务， 工商部门
手续3日内办结。

领用发票时间从10天压缩到
1天 。 将网上的业务进行梳理 ，
整合成为可供企业自行选择的
“套餐”， 通过整合表格进行一次
性填报。 新办企业只需1次前往
企业开办大厅， 1日内即可领取
税控设备和增值税发票。

数据统计显示， 截至2018年
6月底 ， 已有7.62万户企业通过
全程电子化系统申报 ， 6.7万户
企业获颁电子营业执照， 北京市
开办公司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
请的， 已占八成。

全程电子化登记不会操作怎
么办？ 拿丰台来说， 2017年9月，
丰台工商分局在全市首家建立了
e服务大厅， 建立了以互联网为
依托的多功能服务平台， 同时设
立咨询指导岗位， 专人帮扶企业
实现 “e注册”。 e服务大厅建成

以来， 共计指导4万余人次进行
网上登记和全程电子化申请。

【改变】
办社保从往返多次到在

线几分钟完成

家住马连洼街道， 为二胎办
社保的汪先生给记者详细讲述了
自己的办理经过。 “以前给我儿
子办社保时， 需要专门在上班时
间准备好材料到服务中心办理，
因材料准备不全或错误， 办理一
项业务需要往返几次才能办理完
成， 每次来来回回大半天浪费在
路上， 对于我这样既要带领团队
打拼又要照顾家庭， 时间对于我
来说是最紧张的。” 他说。

今年6月18日， 汪先生再次
给刚出生的女儿办理相关社保手
续， 先打了电话咨询得知， 已经
开通了 “政务信息服务系统 ”，
只需关注 “马连洼政务服务中
心 ” 公众号 ， 点击在线办理业
务， 直接提交材料便可。 按照指
导， 汪先生完成了操作。

“我坐在办公室， 用了短短
几分钟就办理完成 ， 太棒了 ！”
汪先生说： “现在的年轻人， 工
作压力大， 请假难， 用上互联网
信息服务系统在线填报后， 晚上
抽出5分钟就办了 ， 节约时间 ，
不耽误工作， 办理是否成功的结
果公众号会及时提醒。”

【做法】
马连洼街道 ： 10项业

务可网上申办

从汪先生办社保的经过， 能

感受到 “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
方式也让百姓享受到了改革带来
的红利。 今年7月25日起， 海淀
区马连洼街道正式启用 “互联
网+政府服务” 系统， 只要坐在
家里或办公室拿着手机， 按步骤
操作， 即可办理城乡医保、 住房
保障、 退休服务、 公疗社保、 社
保经办、 灵活就业、 城市低保 、
档案管理、 职业指导、 就业创业
共10项业务。

“住房保障是我们街道咨询
和申请办理比较多的业务， 在以
前申请人至少要跑三趟。” 马连
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胡旭芳说，
申请人第一趟来咨询， 第二趟来
领表， 第三趟再来交资料。 有了
“互联网+政府服务 ” 系统 ， 居
民只需要按照系统要求填写和上
传， 如果不符合条件， 系统会自
动提示。 如果申办住房保障， 居
民只需要来一趟政务中心递交原
件即可。 这也是海淀区首个住房
保障业务开通网上申办和预审的
街道。

据了解， 市民在关注 “马连
洼政务服务中心 ” 微信公众号
后， 即可在线办理 “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 ” 、 “个人资料修
改”、 “减员申请”、 “变更医疗
机构申请” 等各项业务。 仅更改
定点医疗机构这一项业务可使居
民每年少跑8000余人次， 按照每
人次100元每天计算为市民节省
约80余万元。

承担该街道政务服务系统的
北京溯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鹏告诉记者， 近年来， 溯农科技
以政府优化营商环境为背景， 自
主研发 “政务服务信息管理系
统”， 为加快推进政务服务的效
率提供技术支持， 实现了线上线
下功能互补、 无缝衔接、 办理全
过程留痕的技术要求， 实现 “只
进一门， 只对一窗”， 深入实施
“三精简一透明 ” 的改革举措 。
尤其在政务服务领域以精简环
节、 精简时间、 精简费用、 增加
透明度为重点， 运用互联网信息
平台和自身技术优势， 协助政府
相关部门加快发展 “互联网+政

务服务”， 着力为企业、 为群众
解决好 “最后一公里” 问题。

今年6月， 马连洼街道与溯
农科技进行了成功合作。 胡旭芳
表示， 目前街道政府服务中心共
有50余项服务 ， 前期先开通 10
项， 未来将尽可能多地将能上网
的项目全部上网 ， 让信息多跑
路， 让居民少跑腿。

【建议】
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不容忽视

“互联网+” 已经成为这个
时代的标志 ， 当政务服务遇上
“互联网+ ” ， 会产生什么样的
“化学反应”？ 看看代表委员们怎
么说。

在今年年初在开的全国两会
上， 新当选的人大代表罗鹏提出
建议， 他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
的大数据企业在掌握用户信息基
础上， 具备了为用户提供服务的
能力。 因此， 期待政府能够通过
互联网平台， 把社会公共职能更
顺畅、 更便捷的让企业和百姓享
受到。” 作为一位经营物流企业
的管理者， 他从自身需求举例：
“比如能不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帮
着货车司机代开运费发票、 帮物
流企业开ETC发票等。”

目前， “互联网+” 带来的
变化看得见 ， 但如何充分运用
“互联网+”， 让政府服务变得更
“聪明”？ “关键还是在人。 要强
化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网络
思维 、 网络素养 ， 创新网络问
政， 提升网络施政能力和服务水
平。” 全国政协委员高武生建议。

“‘互联网+’ 思维是客观
需要的社会思维， 不仅要有态度
上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去适应、
去使用。”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
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说 ，
“机关推行无纸化办公， 研究项
目通过网上招标……所有这些，
只有适应 ， 才有可能 ； 如不适
应， 一切可能都关上了大门。”

同时， 网络信息安全不容忽
视 。 “‘互联网+政务服务 ’ 的
关键在于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
因此， 加强网络法制化建设， 保
障网络信息安全， 已势在必行。”
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