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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门、一网、一次”改革
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完善政务
服务模式，打通群众办事“最后
一公里”的难点、痛点、堵点，7月
22日开始， 长春市政务服务大
厅改变了服务方式，打开服务窗
口、拆除了柜台，取而代之的是
16张办公桌， 办事群众可以与
工作人员同坐在一张办公桌前，
参与办事全过程。这意味着长春
市政务服务大厅在持续完善和
提升中开启了“开放式办公、帮
办式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开放
式办公，以全新的格局为群众提

供了全新的服务感受。

“面对面受理”变“肩并肩
服务”

“我正在为企业办理工商
变更业务。 当我走进大厅，来到
一处办公桌前， 就有工作人员
主动询问我的需求， 并协助我
在电脑上使用‘长春市网上办
事大厅’平台办理业务。 ”企业
工作人员远征表示， 此次办事
过程让她感受到了很大的变
化，与此前窗口服务不同，如今
工作人员可以“手把手”告诉她

如何操作， 还可以提供帮办服
务。“这样敞开办公区，让办公
人员走出来，请办事人走进来，
这种方式将以前隔着窗口的
‘面对面受理’， 变成了在同一
张办公桌上的‘肩并肩服务’。 ”
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放式办
公、帮办式服务”也是一种保姆
式服务。 针对不熟悉如何利用
网络自助办理、 不了解操作流
程或不愿意自己办理的群众，
工作人员会与他们坐在一起，
一对一指导，并提供信息录入、

申请材料查验等全程网上帮办
服务， 当事人仅需自己完成最
后的提交程序， 整个办理过程
公开透明。

引导群众足不出户自助
办理

“在协助群众办理业务过
程中， 我们还会为他们普及如
何利用‘长春市网上办事大厅’
等平台自助办理业务。 ”工作人
员张毓洋介绍，“开放式办公”
可以让工作人员更方便地为群
众介绍如何自助办理， 让群众
进一步减少往返办事大厅的次
数，压缩办理时间。

在张毓洋的引导下， 记者
现场通过办理长春市人才公寓
租住申请业务， 体验了整个自
助办理流程。 登录长春市网上
办事大厅后，通过输入姓名、手
机号、 身份证号等即可迅速完
成账号注册， 登录后在搜索栏
输入办理业务的关键字， 随后
可通过页面上出现的“办事指
南”了解详细的受理条件、所需
材料， 下一步即可填写申请资
料、上传办理要件。 整个申请流
程仅用了不到几分钟， 既方便
又快捷。

“目前除医保、社保相关业
务外，1400余项业务均可在‘长
春市网上办事大厅’、‘e窗通’
等平台上进行办理。 ” 张毓洋
说，办事群众通过自助办理，在

家中就能看到办理结果和审核
状态。

让“最后一公里”充满暖
意

“开放式办公、 帮办式服
务”， 表面是服务窗口的改造，
实际上是一次服务模式的升
级，是从“你找我办事”到“我为
你帮办”的转变，更好地诠释了
长春市“审批不见面，办事不求
人”的政务服务理念，让“最后
一公里”充满暖意。

据了解， 长春市政务服务
大厅实行“开放式办公、帮办式
服务” 一个半月以来已取得了
良好的反响， 工作人员变成了
服务员， 政府与群众的心贴得
更近了。

“此前，群众办事需要先递
交申请， 工作人员再受理申请
并办理。 如今，群众与工作人员
见面后直接办理， 效率上得到
了明显提升，据测算，曾经的窗
口业务平均可以节约30%的办
理时间。 ”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
建设管理局副局长杜勇介绍，
“开放式办公、 帮办式服务”是
一种行之有效的政务服务模
式， 进一步改善了长春市营商
环境， 让企业和群众感受到深
深的暖意。 在运行状况稳定、成
熟后，“开放式办公、 帮办式服
务” 或将向全市各级政务服务
大厅铺开。 /记者 李娜 报道 摄

长春市政务服务大厅开启“开放式办公、帮办式服务”新模式

“工作人员和我肩并肩，教我办业务”

长春市近日发布《关于进
一步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的实施意见》， 明确2019年至
2021年，长春市将通过增加租
赁住房用地供给、 支持规模企
业建设租赁住房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 新增租赁住房315万平
方米， 并形成基本的住房租赁
市场体系和法规制度体系。

根据规划，长春市力争用3
到5年时间， 建设成为城区常
住人口规模500万人以上城

市。 作为首批中央财政支持的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城市，
在中央财政奖补试点期内，长
春将安排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主要用于建设基础设施与公
共服务设施，改善租赁住房小
区人居环境。

记者从长春市住房保障和
房地产管理局了解到，在三年试
点期内，对政府指定的租赁住房
地块，长春将采取“限自持、竞地
价”土地出让方式，增加租赁住

房用地供给；允许国有企事业单
位、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
企业等自营或设立子公司拓展
住房租赁业务；鼓励企业通过盘
活存量房源、改建和新建、配建
租赁住房等方式，多渠道增加租
赁住房供应。

承租人可享受“租售同
权”。 针对长春市符合条件的
住房租赁群体，长春市户籍承
租人在市内无产权住房的，凭
无房证明和租赁备案合同可

享受区域内公共卫生医疗、社
会保障等待遇，按照相关规定
享受子女入学待遇。 非长春市
户籍的承租人可凭借租赁备
案合同办理居住证，在租住一
定期限后，符合条件的承租人
按规定办理落户手续。

同时，长春市加大住房租
赁市场金融支持，支持向新建
租赁住房发放开发建设贷款。
住房租赁服务平台使用功能
也将进一步完善。 /新华社

2019 年国庆假期将至，外
出旅游的市民和游客将大幅
增加，为确保广大市民游客度
过一个安全、文明、快乐的假
期，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昨日为广大市民发出了
旅游安全提示：

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 选
择参团旅游时，请选择具有资
质的旅行社，与旅行社签订正
规合同并索取发票、 行程单，
明确约定旅游行程及自费项
目等，保留购物小票。 谨慎购
买网络在线旅游产品，谨防网
络欺诈，切勿轻信街头旅游小
广告以及“旅游贵宾券”“旅游
赠券”， 以及办理旅游会员卡
等， 谨防掉入低价旅游陷阱，
自觉抵制“零负团费”及“不合

理低价游”。
合理规划旅游线路。 出行

前请密切关注目的地气象、交
通、治安等安全环境，密切留意
外事、文旅、卫健等部门发出的
旅行提示，合理规划线路，加强
风险评估。 避免前往安全事件
频发， 疫情高发的国家或地区
旅行。 慎重参与涉水、高空、高
速等高风险项目； 认真遵照导
游员对乘车、 景区游览等安全
提示；自驾出行前，请做好车况
检查， 自觉遵守有关道路交通
法规，安全文明驾驶。

谨慎参与户外探险。 爱好
户外运动的游客， 在参加探
险、登山、攀岩等具有较大风
险的户外运动时，必须在专业
人员的指导下进行，避免单独

行动。 要特别加强自我安全防
范，时刻关注气象变化，并购
买足额的人身意外保险。 自觉
遵守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发
布的公告警示提示，切勿进入
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
无人岛、海滩、保护区等不明
区域以及所谓的“网红景点”
开展探险、观光、宿营等活动，
始终牢记“敬畏自然，才能避
免悲剧的发生”。

争做文明游客。 旅行过程
中要自觉遵守目的地国家或
地区的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
德、公序良俗，尊重当地的宗
教文化、风俗民情、生活习惯
等，爱护文物古迹，保护生态
环境，自觉维护中国公民良好
形象。 做到安全出行、理性消

费、文明旅游，争做文明游客，
积极传递正能量。

善应对突发事件。 旅行
时，切勿携带大量现金，护照、
身份证、银行卡等贵重物品应
随身携带。 避免夜间单独外
出，避免前往庆典、赛事、游行
等人员密集场所。 严格遵守当
地法律法规、宗教信仰，及时
关注当地警方及有关部门的
安全提示警示。 遭遇恐怖袭
击、交通意外、自然灾害等突
发事件时，要沉着冷静，及时
调整线路和行程，迅速避开事
发区域。 在海外遇紧急情况
时，请报警求助并及时与中国
驻外使领馆联系。 旅游投诉请
拨 打 全 国 旅 游 服 务 热 线
12301。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我省“质量月”
咨询日活动启动

9月17日上午，以“共创中
国质量，建设质量强国”为主题
的吉林省暨长春市“质量月”集
中宣传咨询日活动启动。 本场
活动由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和长春市政府联合主办。

记者看到，活动现场设立了
质量技术基础服务台和咨询服
务台，面向广大市民发放质量宣
传资料， 普及质量法律法规知
识，同时，对我省市场优秀企业
及产品进行集中展示宣传。

据悉，“质量月”期间，市场
监管、工信、生态环境、农业农
村、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等 9
个部门还将从质量整治、消费
维权、质量服务、质量提升、改
善营商环境、 质量宣传等方
面，筹划安排五个系列数十项
质量活动。

2018 年，我省产品国家联
动抽查合格率为 94.4%，食品
监督抽查合格率为 95.7%，药
品监督抽查合格率为 97.4%，
均高于国家平均水平；新开工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质量
监督覆盖率达到 100%； 服务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占生
产总值的 41.9%； 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
均达到二级标准，主要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生
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 7.9%，全
省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总体稳
定、持续向好趋势。

/记者 海涛 报道

长春三年内将新增租赁住房315万平方米

长春市文广旅局发布2019年国庆假期旅游安全提示

“十一”出游争做文明游客

“今天我来长春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工商注册业务，让我惊喜的是，这里没有了过去的办事窗口，而是变成了一张张办公桌，工作人员和我在办公桌上协助我办理业务。办事体验非常好！”
17 日，一名群众来到长春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这种“开放式办公、帮办式服务”让她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