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贺琴） 12月24
日，省人社厅调解仲裁处处长全稳教一行3人在我市
开展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综合示范工作调研。

当天上午调研组来到市人社局，参观了市仲裁院
立案庭、仲裁庭建设情况等，详细询问了解仲裁院近
年来在规范基层调解组织、仲裁办案优化措施等情
况。之后在汇报会上，调研组通报了北湖区人民路街
道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为全国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
解综合示范单位，郴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北湖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荣获全国乡镇（街道）劳动争
议调解综合示范先进组织单位，对郴州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工作表示了充分肯定。此外，会议还听取市仲
裁院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相关情况汇报，并就当前重
点、难点工作进行详细探讨。

随后，调研组一行来到北湖区人民路街道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举行授牌仪式。同时，通过实地查看、座
谈交流等方式，详细对该街道调解中心的基础设施建
设、人员配备及具体业务工作开展等情况进行了解。

我市自2017年人社部开展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
解综合示范工作以来，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上坚
持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要求，各调解组织始
终坚持以“预防为主、调解为主、基层为主”的方针，紧
紧抓住规范用工、主动排查、耐心调解等重要环节，通
过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创新工作机制，
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提供了更加规范、便捷、优质的调
解服务，极大地提升了争议纠纷调处效能。

调研组此行对我市劳动争议调解综合示范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专业性指导意
见。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推进劳动人事争议基层调解
中心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基层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
纷的能力，夯实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构
建劳资纠纷化解的便捷通道。

省人社厅领导来我市
调研劳动争议调解综合示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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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郴州市以“便民利民、务
实高效”为改革导向，以“一件事一次
办”和“一次办结”改革为总抓手，全
市“放管服”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12月2日，省政府确定的第一批和第二批

“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在全省率先全部落
地实施，对1055项事项“一次办结”事
项进行提质升级，全部按“一件事一次
办”要求办理，承诺办结时限在法定时
限基础上压缩73.1%，实现“零上门”事
项 238 项，全市累计办件量 1187955 件，
各项指标均在全省前列。郴州市各级各
部门努力为市场松绑、为企业减负、为
群众解忧，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优
化了营商环境，让广大群众有了更多获
得感。

统筹推进改革加速

郴州市坚持高位推动“一件事一次
办”改革，市委、市政府牵头落实推进
机制、经费和人员保障。同时，我市实
行市县联动，11 个县市区由市级统筹、
同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并将
此项工作纳入对县市区和市直部门的综
合绩效评估范畴，对工作滞后的单位实
行第一次提醒、第二次约谈、第三次换
人的问责机制。

为使市县“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同
步推进、规范运行，我市将两批“一件
事一次办”事项中102项“一揽子”事项
分解到9个县市，进行事项梳理、要素确
定和流程设计，再由市级汇总审核，全
市按统一标准实施；91项单个事项全部

由市级统一标准流程、服务规范，各县
市区、市直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按标准实
施。

大刀阔斧的政务改革取得了显著成
效：郴州市于 11 月 1 日在全省率先推行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11月22日在
全省率先落地81项第二批“一件事一次
办”事项，12月2日实现第二批事项全部
落地；我市交警部门实施的515项行政处
罚事项纳入，在行政处罚事项上进行了

“一件事一次办”的有益探索。

精简优化办事流程

完善政务服务平台，才能依托互联
网和大数据，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真
正实现便民利民。为此，我市以“一次
申请，一次表单，一次联办，一次办
好，系统自动分发，后台并联审批”为
目标，全市统一开发建设“一件事一次
办”业务办理平台，市县“一件事一次
办”事项流程一次梳理到位，同时上线
实施。该平台做到了系统自动区分审批
层级和权限推送审批信息，申报资料、
证照件通过邮政快递分别送达办理窗口
和受理窗口，打破了办理层级和审批权
限的障碍，初步实现了市城区范围内市
区联办、一网通办、同城通办。

实践中，我市各级各部门想方设法
优化办事方式、流程。对中心城区的苏
仙区、北湖区受理的“一揽子”事项中
属市级权限的事项，可通过系统自动推
送到市直部门办理和反馈结果，群众、
企业在市、区政务中心都可享受无差别

受理办理，实现了“一窗受理，同城通
办”。此外，我市“一件事一次办”实现
了情形选办，系统将3000多种情形形成
菜单式智能选择模式，申请人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后，系统自动精准生成
个性化办事指南，综合窗口受理后系统准
确分发到相关部门，实现了审批服务定制
化办理。同时，依托互联网和软件技术，
我市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流程进行数
字化优化和再造，通过网络、微信公众号、
APP 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企业、群众足不
出户可以“智能导办”。

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中心
窗口，“一件事一次办，不动产集成服务
专区”的标志张贴在醒目位置。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综合科科长肖海龙告诉记
者，“一件事一次办”改革以来，市房产
产权转移办证不断提速，从2016年的30
个工作日压缩到了现在的5个工作日，企
业办理房产抵押只需 3 个工作日即可完
成，大大加快了企业的融资速度。

给群众更多获得感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期盼处，就
是改革的发力点。我市“一件事一次
办”改革注重在细微之处兑现便民利民
的承诺，带给群众满满的获得感。

在郴州市政务服务大厅，除投放纸
质办事指南外，还制作了二维码扫描式
电子化指南，可通过“扫一扫”全方
位、多角度知悉办事资料和流程。县市
区新建、改建乡级便民服务中心和村级
代办点，配置了“一件事一次办”自助

终端机、村级服务代办点配备查询机
等，群众可通过自助服务终端扫描、拍
照上传相关申报资料，填写“一次表
单”，在家门口就近办理。

在“一件事一次办”改革中，我市
各级各部门力求精简环节、推行一次联
办，落实“一揽子”事项“并联”办
理，大幅减少了群众、企业的办事时间
和跑动次数。同时，充分授予窗口负责
人相关审批权限，“即办件”数量达到
1117 项。通过流程再造和优化，全市累
计减少审批环节4545个，市本级减少审
批环节224个。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办理
窗口，记者了解到，群众办理公积金贷
款通过微信公众号“郴州公积金”了解
所需资料，备齐后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
相关窗口，只需 1-2 个小时即可全部办
完，19个工作日就能等到放款。在“一
件事一次办”改革前，群众办理这项业
务，需往返政务中心、银行、房产部门5
趟之多，耗时费力。“我们请银行工作人
员来到窗口驻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帮
市民跑房产抵押，向一个个环节要效
率，实现服务提速。做到了‘把麻烦留
给自己，把方便让给群众’。”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市直管理部主任杨英说。

郴州市推行的“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打通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堵点、痛
点、难点，倍受社会各界关注、赢得了
群众交口称赞。这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
命，以权力的“减法”，换来了群众满意
的“加法”和激发市场活力的“乘法”。

以高效政务回应群众期盼
——郴州市落实“一件事一次办”综述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慧 通讯员 唐锋 谭海玲

12月20日，中国五矿
铜业（湖南）有限公司原总
经理肖某某涉嫌贪污罪、受
贿罪一案依法在北湖区法院
开庭审理。该案系该院第一
起认罪认罚的特大职务犯罪
案件。被告人肖某某利用职
务便利，在项目承揽、设备
采购供应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多
次收受相关企业或个人所送
财物价值人民币1348.9065
万元，个人实得人民币
863.6489万元；同时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
共财物15.6315万元。面对
充分的事实，确凿的证据，
被告人肖某某当庭表示认罪
认罚，由于本案案情复杂，
案件将择期宣判。

（朱丽敏 摄）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全媒体记者 骆斐 通讯
员 廖祥）根据郴州市警示教育月活动部署，12月24
日下午，郴州高新区党工委、纪工委组织管委会机关
全体党员干部、高科投公司业务骨干、综保局和企业
服务中心负责人及驻园单位负责人集中观看了由市纪
委、市电视台联合录制的警示教育片《底线》与《梦
断贪婪》。

警示教育片收集了近年来市纪委、市监委查处的
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以身边人的违法违纪、
贪污腐化的案件为主线，从思想根源深刻剖析了违法
犯罪人员道德防线不牢、人生观失衡、私欲畸形膨
胀，最终陷入犯罪深渊，揭示了腐败的危害性，对全
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提高防腐拒变
的能力，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全体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
思想和灵魂的洗礼，受到了深刻的警示教育，认识到
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严以用权、严以修身、严以
律己的必要性。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拒腐防变要
防微杜渐，勿以恶小而为之，要不断增强纪律意识、
规矩意识、责任意识，加强党性锻炼和个人修养，自
觉抵制各种诱惑，真正做到“讲政治、强党性、严纪
律、守规矩”。园区上下将以这次警示教育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进一步巩
固成果、扎紧制度的笼子，筑牢思想防线，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郴州高新区
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

2019年12月23日，寒风挟着细雨，更
显寒冷逼人。

然而就在这一天下午4时许，当笔者如
约来到位于市第四人民医院内科大楼的儿
科、新生儿科，看见整整两层楼——七楼、
八楼装饰一新，处处洁净明亮，格外温馨宜
人。

一见面，该科主任唐登馨副主任医师笑
容可掬地介绍道：今年医院投资数百万元，
对该科进行了全面的装修改造，其间严格按
照湖南省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的建设标准进
行设计装修，安装了符合空气净化标准的新
风系统等等。其中七楼为普通儿科住院病
房；八楼为新生儿科及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等。该科自此由原来的八楼一层，到现在拥
有七、八楼两层，整个面积较之前扩大了一
倍，实现了全新的升级换代……

据了解，作为苏仙区及周边县市区危重
患儿救治中心，该科拥有一支德医双馨的医
护团队，立足造福广大新生儿和儿童，为出
生28天内的新生患儿、28天至14周岁患儿
实施规范诊治；主要对小儿腹泻并重度脱
水、重度营养不良、反复呼吸道感染、重症
肺炎、呼衰、心衰、各型脑炎、脑膜炎、婴
幼儿哮喘、消化道出血、肾病综合征、血液
病、过敏性紫癜、川畸病以及新生儿窒息等
危重病症和疑难病症有着丰富的诊治经验；
大力开展新生儿抚触治疗，结合优生优育，
开展包括20个检测项目的新生儿神经行为
评定，从而做到新生儿神经系统疾病的早发

现、早治疗，如对脑瘫、智力障碍等病症进
行早期的治疗干预等。

令人瞩目的是，自 2016 年以来，该科
立足创新发展，率先在全市开展了新生儿脐
动静脉置管、新生儿PICC置管、新生儿全
自动换血术、袋鼠式护理及家庭参与式护理
等医疗新技术新项目，为小宝宝托起一片关
爱的蓝天，演绎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佳话。

佳话一：
全市首例三胞胎极低体重、超低体重婴儿救
治成功。

回首发生在2017年10月的这一幕，唐
登馨坦诚道：“像这样小的胎龄，又是自然
受孕的三胞胎，出生时两个宝宝属极低体
重，一个宝宝是超低体重的危重早产新生婴
儿，我参加工作23年了，还是第一次碰到
……”

据了解，婴儿出生时，体重 2500 克以
上为正常，1500克至2499克为低出生体重
儿，1000 克至 1499 克为极低体重儿，1000
克以内为超低体重儿。

而作为三胞胎婴儿的管床医生，何海丽
主治医师回首道，2017 年 10 月 4 日，三胞
胎婴儿相继出生时，胎龄只有28+4周，属
早产新生儿，其出生体重分别为大宝宝
1130克，二宝宝970克，小宝宝1100克，且
因出生时肺发育不良，病情诊断为新生儿呼
吸窘迫综合征，因此出生后相继由医院产科

径直入住儿科新生儿科救治。
从这天起，唐登馨、何海丽及全科白衣

天使不分白天黑夜，用精湛的医术确保了3
个小宝宝的救治安全。

而随着 3 个宝宝的成功救治，相继出
院，三胞胎母亲及全家感激涕零，特地赠送
三面锦旗，以此感谢白衣天使们……

回首这一幕，何海丽说：“三胞胎极低
体重、超低体重早产新生儿的救治成功，表
明我院整体实力强，医疗水平高，护理服务
好……”

佳话二：
成功救治超早产儿超低出生体重婴儿。

唐登馨说，这个小宝宝的母亲姓雷，家
住临武县。小宝宝是今年8月14日出生的。
当时，小宝宝胎龄为 26+5 周，体重仅 900
克，是今年初以来科室团队救治的体重最轻
的超早产儿超低出生体重婴儿。

小宝宝一出生，唐登馨亲自为其做了脐
静脉置管术。经过精心对症治疗，小宝宝住
院65天，成功经历了呼吸关、黄疸关、感

染关、营养关、贫血关及视网膜病变关等。
出院时，小宝宝胎龄达到36周左右，体重
增加到2200克。

唐登馨说，这么小的宝宝出生时，其外
周血管细小如头发丝，及时为小宝宝实施脐
静脉置管，等于是开通了小宝宝的静脉这一

“营养通道”，亦称小宝宝的“生命通道”。
这一新技术具有无痛感、避免损伤外周血
管，可充分保证小宝宝生长发育的营养供给
等独特优势。

佳话三：
“小宝宝在这儿看病治疗，我们家长感到放
心、安心、舒心。”

采访快结束时，已下午5时许。此时，笔者
目睹到了格外温馨的一幕：一家三代人——苏
女士和母亲带着5岁的小绵绵慕名来看病。苏
女士由衷地说：“我女儿是在这儿出生的。几
年来，女儿有什么不舒服，都来找唐主任，找这
儿的医生看病。他们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让
我们和孩子有信赖感、安全感……”

唐登馨说：“如今，我科的医疗环境更
好啦，医疗技术力量更强啦，我们更有信心
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把我科进一步做大做
强。今后，我们要竭诚开展更多的医疗新技
术新项目，一如既往地为广大患儿提供最精
湛的医疗技术，最温馨的医疗服务，用我们
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呵护每一位小宝
宝，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连日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科、新生
儿科的白衣天使们铭记着一个足以载入该
科乃至医院发展史的日子——2019 年 12
月15日。这一天，该科乔迁至医院内科
大楼七楼八楼，重又吹响了扬帆启航的集
结号。而就在溢满乔迁之喜的日子里，该
科专家、护士更是以精湛的医术、博大的
爱心，演绎着感人心扉的人间大爱……

为小宝宝托起关爱的蓝天
——写在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科、新生儿科乔迁启航之际

□蒲泽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