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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林法院将“一站式”建设到底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今年元宵之夜，走进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除了

万家灯火的宁静祥和，一路可见万宁市公安局东澳派

出所民警巡逻的身影。警灯闪烁，成为节日一道靓丽

风景线。

　　2020年以来，东澳派出所始终坚持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打击违法犯罪、服务人民群众等工作，念好

“平安经”、敲好“平安钟”，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

道防线。

疫情防控不松懈

　　东澳镇地处南海前沿，每年都有大量的“候鸟”人

群来此过冬。春节期间，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防控风险

增大，东澳派出所不断强化防控责任，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在辖区街道、小区、酒店、旅租、娱乐场所等

人流集中地，派出所民警不间断地开展疫情防控巡查

监督，反复强调一定要做好外来人员登记、体温检测、

佩戴口罩等工作，同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提醒

标语，提升群众疫情防控意识。

　　“我们还专门建立疫情防控微信群，实时发布最

新疫情防控信息，方便民警能够及时掌握辖区疫情防

控情况，以便及时应对。”东澳派出所所长吴广学说。

　　今年1月21日23时，在东澳镇某公寓，民警发现一

名新冠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朱某租住在此，便立即带

他到指定地点进行隔离。公寓负责人潘某礼与朱某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告情况，被处以

200元罚款，民警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

守护平安不停歇

　　在东澳镇旅游公路太阳河景观大桥下，附近村民

在下半夜非法采砂的行为时有发生。对此，东澳镇政

府、东澳派出所等组成巡查组，加强辖区重点海岸线

巡查。与此同时，派出所组织民警在大桥附近埋伏守

候，成功将3名非法采砂人员抓获，当场扣押采砂工具

铁铲4把、盗采的海砂3袋及拉砂用的电动车1辆。

　　“派出所作为公安基层一线单位，坚守在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的第一线。”吴广学表示，一直以来，东澳派

出所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为标准，扎

实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扫黑除恶等各项工作，确保辖区

社会治安大局稳定。派出所一方面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

提高见警率加强巡逻防控，持续开展普法宣传，严密控

制发案；另一方面加强侦查破案，严厉打击各种违法

犯罪活动，切实担负起维护一方平安的重任。

　　2016年9月8日，东澳镇发生一起持刀拦路抢劫案。

案发后，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案侦工作受阻，但民警从

未放弃对案件的侦查。2021年1月13日，经过万宁市公

安局便衣大队、刑侦大队、东澳派出所共同努力，犯罪

嫌疑人卢某才被锁定并抓获归案。目前，卢某才已被

刑事拘留。

　　2020年，东澳派出所侦破刑事案件5起，查处治安

案件46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9名。

服务群众无止境

　　“在向阳街，有小孩走失……”1月21日凌晨5时

许，东澳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接警后，值班民警赶往现场。经了解，因为父亲出

门干活（父母离异），小男孩吴某某自己在家害怕，便

出门去奶奶家，路人看到后，因担心发生危险报警。值

班民警通过向吴某某邻居了解得知，吴某某的奶奶是

东澳村人，便开警车把孩子送到东澳村奶奶家。

　　“群众利益无小事。”吴广学说，东澳派出所坚持

零距离服务群众，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东澳派出所还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开展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加强利益诉求群体教育稳控。对

存在的矛盾苗头早发现、早工作、早解决，尽可能切实

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东澳派出所是全市公安机关创建‘枫桥式公安

派出所’的一个缩影。”万宁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

梁一强表示，全市公安机关深入推进“枫桥式公安派

出所”创建活动，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东澳念好百姓安居“平安经”

□ 本报记者  张亮

□ 本报通讯员 睢位红 易卫华

　　河南省滑县牛屯镇米庄村的米大爷笑

得合不拢嘴，见人直夸自己有福，得了个不

是闺女胜似闺女的亲人。米大爷口中的亲

人是滑县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清

景。脱贫攻坚工作中，王清景时刻惦记着身

有残疾、生活贫困的米大爷，眼看天气转

凉，她就给米大爷做了条棉花被，买了床上

四件套，亲手给米大爷铺好，并一再嘱咐米

大爷保重身体，有困难打电话。

　　为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2019

年起，滑县检察院将“党员活动日”注入

“业务元素”。每月27日，根据机关党委统

一安排，各党支部开展“业务党日”活动，

以党员为主体，以检察业务工作为主要

内容，在党员活动日开展业务工作集中

攻坚活动，并实行“台账销号”制度，推动

业务工作新发展。

　　近年来，滑县检察院把握“稳进、落实、

提升”检察工作总基调，创新党建与业务融合工作机

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和检察业务深度融合，取得良好

效果。滑县检察院在党建活动中，注重培养党员骨干专

业素质，以检察官联席会议为基础，探索建立“滑检业

务沙龙”，通过不定期业务论坛、专题研讨、沙龙活动，研

讨案情，交流办案心得，逐步提升检察机关的影响力。

　　该院以党员员额检察官牵头，挂牌成立党员先

锋岗，开展环保、食品药品、扶贫等领域公益诉讼。

2019年以来，该院立案公益诉讼案件52件，发出检察

建议19件，已整改12件。

　　“孩子变得孝顺了，俺老两口心气也顺了，日子越

过越好。多亏检察官把孩子教育好了！”见到滑县检察

院党员先锋队的检察官，村民黄老汉立刻笑容灿烂地

迎了上来。黄老汉是滑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父贫子

不贫”公益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因家庭琐事，黄老汉的

儿子对父母不管不问，老两口陷入贫困状态。

　　在滑县县委支持下，滑县检察院党员先锋队找

准公益诉讼与扶贫工作的结合点，探索创新民事公

益诉讼监督方式，向黄老汉的儿子黄某送达《督促履

行赡养义务通知书》，向黄某所在村的村委会发出

《协助督促履行赡养义务通知书》。在滑县扶贫办、法

院和村委会全力配合下，滑县检察院党员先锋队促

使黄老汉夫妇与儿子就赡养事宜达成调解协议。

　　滑县检察院利用每月27日的“党员活动日”，组

织检察院与法院开展“支部共建”活动，检察官和法

官各抒己见，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量刑建议、速裁程

序、上诉率、案件讨论等业务进行深入交流，提高了法

检两家的业务水平。支部共建是党建活动的延伸，更

是业务工作的拓展。经滑县检察院机关党委的积极推

动，6个业务党支部根据部门业务性质分别与县法院、

县公安局、县教育局、县水利局、律师事务所等业务相

关单位建立共建支部，实现党建与业务的全面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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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韩宇　2021年2月9日，辽宁省沈阳

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司法拍卖组今年首笔“法拍

贷”成功放款，这标志着和平法院司法拍卖贷款业务正

式启动，让司法拍卖房产可以申请贷款成为现实。

　　据介绍，作为辽宁省第一家引入网络司法拍卖的

法院，和平法院于2017年开始尝试网络司法拍卖工作，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查封财产变现难的问题。2018年，和

平法院又引入司法拍卖辅助机构，借助辅助机构力量，

大幅提升了网络司法拍卖的成交量及成交率。2019年，

和平法院对网络司法拍卖贷款进行探索，协调多家银

行、保险公司、不动产登记中心等部门，力争构建绿色

安全的网络司法拍卖通道。2020年，和平法院联合沈阳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建设银行为试点，构建网络司法

拍卖房产线上解除抵押的绿色通道。2018年至2020年，

和平法院累计上拍标的3500余件，成交额近20亿元。

　　今年，和平法院进一步扩大与银行间的协作，启动

了网络司法拍卖贷款业务。网络司法拍卖贷款业务的

启动，改变了司法拍卖一直以来一次性付款的模式，让

更多刚需购房的老百姓可以参与进来，通过提高拍卖

成交率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益，提高拍卖溢价率顾及

被申请人权益，减少拍卖成交难度，兼顾买受人权益。

　　和平法院执行局司法拍卖组法官赵佳介绍，网络

司法拍卖受众面广、易于操作，过程公开透明。每个人

都可以通过法院拍卖界面搜索自己心仪的房产、车辆

等拍卖标的。在拍卖标的介绍页面，有拍卖标的照片、

视频，下拉页面的拍卖公告对拍卖标的评估价、保证金

数额、竞价幅度、拍卖标的瑕疵、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等

均有详细记载，且附件中会上传拍卖标的评估报告，竞

买人参加竞买报名后，会生成一个竞买代号，他人仅能

查看竞买人数和竞买代号，无法获取具体竞买人的相

关信息，既保证了司法拍卖的公开性，又保护了竞买人

的隐私。

　　和平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张冶表示，和平法

院针对执行局执行工作的司法拍卖环节采取了很多举

措，目的就是在强化执行职能的同时，积极兑现当事人

的胜诉权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和平法院“法拍贷”惠民

智慧联动 一站式多元解纷

　　“将枫桥经验、一站式诉讼服务、信息化、智慧化等

元素结合在一起，我院建成了陕西省基层法院首个多

功能、集成式、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

中心，提供诉讼全程服务。”讲解员王静说。

　　会不会是“新瓶装老酒”，仅仅是部分法院工作人

员换个地方办公？在诉前服务区的导诉台，记者遇到

了工作34年的法官习小玲。“为群众提供线上线下、多

元解纷、登记立案、分调裁审、审判执行辅助、涉诉信访

服务，我这儿是第一站。”习小玲介绍，“我会根据双方当事

人的情况和意愿对案件进行分流，把当下能够化解的纠

纷快速化解，需转入诉前调解的纠纷进行流转，其他不

接受调解或案情复杂的案件则转入立案流程。”

　　习小玲说，三楼的诉讼服务区除了诉前服务区，

还有由5个调解室组成的诉前调解区和3个法庭组成

的智慧速裁区。

　　“李建村调解室”“家事调解室”“专家门诊

室”……记者发现，诉前调解区的调解室都有各自命

名。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李建村有着20年的调解经

验，他深有感触：“调解员更容易与当事人进行沟通，

能通过调解将矛盾纠纷最大化地化解在诉前。”

　　“目前线下调解的成功率在25%左右。”立案庭庭

长、诉讼服务中心主任马军进一步介绍，他们将线下

线上结合，搭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调解平台，吸纳医

疗、商会、劳动争议等17家调解组织入驻，200余名调

解员在线调解。

　 碑林法院在大力开展诉前调解的同时，智慧法院

建设也大步迈进。2019年3月，碑林法院网上开庭，远

在1800公里外的福建厦门当事人参加网上庭审，碑林

法院院长张琳明是此案合议庭的审判长。而这是陕西

省首例网上开庭。

　 “近年来，我们立足‘智能审判’平台，实现速裁类

案件全流程在线办理。”张琳明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关键时期，碑林法院网上庭审近600起各类案件，410多

件民商事案件实现案结事了。

双轨同调 立案数下降明显

　 “您好，我是碑林法院法官，您在网上申请立案，

请问现在案件是什么情况？”

　 “我不告啦，你们委派的律师给我们调解了，谢谢！”

　 2020年5月，碑林法院与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

所合作成立西北首家律师在线调解工作室，现已成功

调解79起案件。“矛盾纠纷诉前调解，就是为了让该诉

者诉，让可诉可不诉的纠纷以非诉形式快速化解。”从

法院退休后被返聘为调解员的吕艾玲说。

　　马军告诉记者：“2020年，碑林法院收到民商事

案件立案申请20647件，其中19325件被诉前委派至

相应调解组织，经过线上线下双轨同调分流过滤，

大量纠纷化解在诉前，当年最终立案数为12016件。”

　 “我们将‘枫桥经验’的精髓与法治方式有效

融合 ，20 2 0年的立案数较上年同期17 4 2 2件减少

5406件，同比下降31 .03%，这在全省法院收案数达

历史新高的情况下非常不容易。”张琳明说。

　 会不会是受疫情影响导致立案申请量下降连带

收案量也下降？张琳明的观点是，开通网上立案后，疫

情对民商事纠纷的立案申请影响有限。碑林法院2020

年收到民商事案件立案申请20647件，网上申请达到

16546件，线下申请比例不到20%；其中1月到6月收到

立案申请8712件，与2019年同期相比仅仅少了521件；

从全年看，2020年立案申请比2019年增加了2227件。

　　张琳明认为，正是由于采取了诉前调解等一系列

多元解纷措施，收案数出现了下降拐点。

工作赋能 商会调解获新生

　　碑林区商贾云集，法律服务需求量大。“会员彼此

亲熟，遇到纠纷时，我时常不知如何开口，只得求助法

院。”陕西省山东菏泽商会会长邵明汗表示。

　　“商会在成立之初主要功能就是调和会员矛盾，

但随着会员与当地逐渐融合、实力不断增长，对商会

的依赖减弱。”张琳明回忆，以往，有的会员对商会调

解的结果产生质疑，商会自治功能在减弱。

　 碑林法院由此开始推动在商会成立人民调解委

员会。2017年12月，陕西省山东菏泽商会人民调解委

员会成立。调委会负责人齐俊宝说：“调委会由法律从

业者和商会成员组成，法院以国家审判机关身份作为

第三方参与、指导调解，并对结果予以司法确认。”

　　菏泽商会成立调委会以来，调解的既有标的千万元

的借款合同纠纷，也有长达4年未决的买卖合同纠纷。商

会会员王先生表示，司法确认无费用、时间短、效率高，法

律效力等同于民事判决书，正是会员们所需要的。“调解

成功的事项，没有一件上交，没有一件事后反悔提起

诉讼。”对此齐俊宝颇为自豪。

　　邵明汗说：“商会日渐减弱的自治管理功能因此

得以修复，形象地位获得重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

一次浴火重生。”

　　示范效应迅速发酵。2018年5月，陕西省福建商会

举办“在陕省级异地商会秘书长联谊会”，推广菏泽商

会经验；2018年5月，以“商会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

现实意义”为主题的丝路商帮第十二次会长圆桌会议

举办；2018年9月，陕西省晋商商会人民调委会成立。

　 2020年7月1日，碑林法院与省工商联联合成立陕西

省总商会民商事调解工作站。用张琳明的话说：“这形成

了‘每个商会自身的纵向调解＋各商会之间的横向调解’的

网格化机制，可以把商会会员之间以及不同商会会员之

间的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工作站成立以来，至今

受理纠纷687件，化解137件，涉案总金额近5000万元。

　　“多元解纷是流程再造、工作赋能的过程，也是互相成

就、合作共赢之举。我们将不断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和

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将‘一站式’建设进行到底。”张琳明说。

□ 本报记者  郑剑峰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卫珊

　 2019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

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发布，首次提

出“一站式多元解纷、一站式诉讼服务”工作要求。

　　2020年9月，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陕

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表彰为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先进单位”。

　 碑林法院“一站式”建设亮点何在？近日，《法治

日报》记者进行了一次探寻之旅。

  图为碑林区法院法官在诉讼服务中心互联网法庭在线开庭审理案件。

　　本报讯 自3月1日起，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税务

局试点推行即开即奖发票活动。全县个人消费者依法

取得试点行业50元（含）以上面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后，

即可在线参与发票摇奖，即时开奖并发放奖金。这一

活动长期有效，综合中奖率40%。据悉，目前已有零售、

住宿、餐饮、娱乐等11类行业纳入有奖发票试点范围，

除50元以下面额、受票方为单位等10种情形之外的增

值税普通发票、电子普通发票，都能通过手机应用商

店下载“奖票宝”App或关注“中慧奖票宝”微信公众号

参与摇奖。                    王亚薇 闫昊

宁晋推行即开即奖发票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嘉善县公安局针对西塘景

区游客逐日增多的情况，对景区民宿实名登记及禁毒预

防宣传工作开展检查，并对景区游客信息进行核查，对

其中有吸毒嫌疑的游客开展后续调查。今年以来，该局

共查处景区吸毒游客5名，有效维护了景区治安稳定。同

时，辖区派出所紧紧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服务理念，

主动对辖区易制毒企业开展上门检查，督促做好易制毒

化学品的管理使用，并对务工人员开展禁毒、反诈等宣

传教育。今年以来辖区未出现企业务工人员吸毒情

况，企业诈骗警情较去年同期下降12.7%。 张天翼

嘉善构建禁毒防护网

  春暖花开，外出踏青的人越来越多。河南省灵宝市

司法局组织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并发

放民法典等宣传资料，为外出游玩的广大群众送上一

份法治文化大餐。图为近日，该局五亩司法所在庄里民

俗文化村开展普法宣传。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本报通讯员 桂弘 摄  

承德公安“两清一调”提质增效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本报通讯员 蔡世峰

　　人民群众安全感测评连续五年位列河北省第一，

人民群众满意度测评连续两年位列全省第二；全市公

安机关2020年接收的信访事项同比下降55%，其中受

立案环节引发的信访事项下降42.1%，民警警情、案件

处理中违法违纪数量下降78%，涉警信访案件、民警违

法违纪数量明显下降……

　　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取得的这些成绩，得益于该局

扎实推进法治公安建设，创新推行以“点调”为抓手，以警

情日清零、案件月清仓为目标的“两清一调”工作机制。

　　“承德公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理念，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

设，不断提升法治公安建设水平，以实际行动向党和

人民交出合格的新时代答卷。”承德市副市长、市公安

局长宁金龙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做优机制 推进执法规范

　　2020年12月，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居民陆某报案，

称其在某超市自助存储柜存放的牛肉丢失。辖区派出

所民警赶赴现场后，调查发现是一名妇女存包时，看

到陆某存放牛肉的柜门打开，顺手将牛肉拿走了。派

出所民警认为该警情属于不当得利，没有受理案件，

对此警情作了其他处理。

　　在对此案受立案情况进行巡查时，监督人员发现

派出所民警处理警情有误，该警情应为盗窃，属于“应

受未受”，及时将情况通报该所。该派出所迅速受理案

件，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为了有效解决有警不处、有案不受、受而不立、立

而不查、查而不结等执法顽疾，减少涉法信访、民警违

法违纪问题发生，承德市公安局立足新时代公安建设

实际，从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法程序、提高执法质

量、降低执法隐患、提升执法公信力入手，自2019年7

月起在全市公安机关创新推行“两清一调”工作机制。

　　按照“两清一调”工作机制，承德公安机关确立了

刚性执行、质效并重、问题导向、联动监督四项工作原

则，统一执法标准，细化点调内容、专报制作要求、监

督部门职责、工作重点和方法等保障措施，以警情日

清零、案件月清仓这“两清”工作为目标，确保所有执

法行为在阳光下规范进行。

　　在重点抓好“两清”工作的基础上，承德公安机关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一周一个执法主题，瞄准轻伤害

案件办理、认罪认罚制度执行、涉毒刑事案件现场取

证、电子数据取证、补充侦查等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

依托“点调会”，加强问题沟通、培训指导、督促整改，

不断规范执法行为，推动“两清率”硬标准和执法水平

软实力双提升。

科技引领 加强执法监管

　　2020年8月，承德市双桥区居民白某芳将一面写有

“破案神速 为民解忧”的锦旗送至西大街派出所。此前，

白某芳的私家车车胎被扎，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破

案，还做好了调解工作，白某芳及时得到了相关赔偿。

　　为确保“两清一调”工作机制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承德市公安局在河北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下，研发

以“两清一调”为基础，覆盖执法全流程的“执法智能

监督管理体系”，为机制效能的发挥提供了有力支撑。

　　该体系针对公安机关接处警、受立案、调查取证、

结案、移送审查起诉等关键执法环节存在的问题，以

自动发现执法问题功能为核心，通过问题预警、联动

监督、通报、晾晒等功能，实现了“问题实时发现、预警

实时推送，监督随时精准进行、通报随时可发、执法质

量随时可知”。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系统自动预警执法

问题7600个，整改3502个，自动推送督察部门执法问题

5478个，整改3398个，执法问题经预警、联动监督后整

改率达到90.78%，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民警少跑腿”

目的。

质效提升 群众安全满意

　　上午9点，承德市公安局双桥分局狮子沟派出所

所长李保栋准时走进视频会议室，参加分局组织的

“点调会”。会上，双桥公安分局对前一天的“两清”工

作进行讲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解决，李保

栋也就相关事项落实情况进行了简要汇报。

　　在全力推进法治公安建设、着力推行“两清一调”

工作机制中，承德公安机关坚持每日“点调”，刚性执

行“警情日清零、案件月清仓”机制。

　　“两清一调”工作机制运行以来，承德全市公安机

关共召开每日“点调会”3858次，发现并通报执法问题

3900余个，网下推送督察部门联动监督1263个，整改

2823个，依托“点调会”进行执法培训771次，抽查警情、

案件3830起。

　　据统计，一年多来，承德公安机关案件受案及时

率同比上升7.43%；24小时证据材料上传合格率达到

99 . 3 6 % ，同比上升17 . 2 7 %；警情处 理 合格率达到

99.54%，同比上升25.32%；行政诉讼撤销率同比下降

4.96%，刑事案件不予立案复议复核维持率百分之百，

同比下降17.85%。

　　与此同时，承德市公安机关2020年接收的信访事

项同比下降55%，其中受立案环节引发的信访事项下

降了42.1%，民警警情、案件处理中违法违纪数量下降

了78%，涉警信访案件、民警违法违纪数量明显下降。

　　目前，承德市公安局“两清一调”工作机制定下的

目标已全部达成，公安机关执法权威和执法公信力、

公安机关形象、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均得到显

著提升，实现了公安业务和队伍建设双赢。作为公安

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典型经验，承德“两清

一调”工作机制已被河北省公安厅在全省推广。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箫剑 赵珊珊

　　“没想到当场就拿到了新驾照，既方便

又快捷！”今年3月4日上午，住在江苏省盐

城市盐南高新区的徐先生来到盐城市公安

局“盐之e警”综合服务中心新都窗口，拿到

了该窗口办理的首张驾照，十分高兴。

　　户政、出入境、车驾管……当天下午，

盐城市公安局向社会公布“盐之e警”综合

服务中心正式运行。据了解，该中心将亭湖

分局东城派出所和盐南高新区分局新都派

出所定为试点窗口，分别整合下放89项151

种高频服务事项，让“群众进一个大门、跑

一个窗口就能办理所有公安服务事项”。

　　走进“盐之e警”综合服务中心东城窗

口，便能看见富有科技感的机器人展示着

详细的事项内容。对于可以在网上办理的

项目，群众在导办台一键拿号，引导员便会

引导其在大厅内的4台电脑和平板上快速

办理。“我们还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区，群

众随时都可以过来办理。”“盐之e警”综合

服务中心新都窗口负责人介绍，为实现服

务最大化，警方推动“自助警务服务”向群

众靠拢，全天候为群众提供身份证、居住证、车驾管、出

入境签注、临时身份证明出具等自助服务，同时还为群

众安排等候座椅，提供手机充电、茶水等服务。

　　“我们将逐步在全市范围推广‘盐之e警’综合服务

中心建设。”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玉海介绍，近年来，

盐城市公安机关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全市主城

区范围内建成38座警务服务站，与中心大厅、基层所队

交相呼应，共同构建盐城公安政务服务“3公里便民服

务圈”；建成市局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集成“微警

务”“旗舰店”“我的盐城”App等在线服务系统，推动53

个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在“我的盐城”App上线运行，运

行以来累计提供服务80万余次，在“盐城车管”微信公

众号新增上线了一批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累计

为群众办理临时号牌申领服务700余起、机动车驾驶人

考试预约服务1770余起、补换证业务5990余起，赢得群

众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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