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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个事项“最多跑一次”

【扫描二维码看更多】

市政务服务大厅于近期公布了
第二批81项“最多跑一次”事项清
单，目前服务大厅已有28个窗口部
门的189个事项实行“最多跑一次”
服务。其中，拱北海关进驻大厅的
51 个事项 100%实现“最多跑一
次”。“最多跑一次”服务是指群众和
企业到政府部门申办事项，在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
提下，政府部门通过整合政务资源、
精简办理流程、运用信息化手段、优
化配套服务等方式，实现从受理到
最终办理完结到现场跑动次数不多
于一次。

（来源：珠海特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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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最多跑一次”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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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是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的延续，为优化服务群众提供了良好平台。然而，要想把高效便民服务真正落到实
处，一方面，还须进一步整合现有的行政、管理和审批资源，理顺政务服务和管理体制，简化程序、高效运作。另一方面，关键
还是要看政府办事人员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作作风，把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当成了自己的本分。

“如厕假条”是一种教育暴力

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
特区之一，珠海因改革而生、因
改革而兴，改革是珠海永恒的
使命。珠海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推动“思想大解
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
抢抓机遇，解放思想、改革创
新，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在新
时代干出新气象，建设新珠
海。为此，《珠海特区报》推出

“思想大解放大家谈”栏目，特
向专家、学者、理论工作者及广
大读者征集文章。文章要求紧
密结合珠海实际，有的放矢，就
建设新珠海发表意见和建议，
长短不论，择优刊用。
来稿邮箱：tqbxlb@163.com

征文

救人
开通珠澳生命通道

重伤工人成功挽回生命

【扫描二维码看更多】

14日天下午，患者李先生的家
人和单位同事十余人将10面锦旗
送到珠海市人民医院，逐一对参与
抢救的科室和医护人员表达感激之
情。据悉，在一场跨越澳门和珠海
两地的紧急“转运”抢救中，珠海市
人民医院各个科室在珠海交警支队
的紧密配合下，与死神赛跑，成功开
通生命通道，终于成功挽回了这位
在澳门工地上心脏被异物贯穿工友
的生命。（来源：珠海特报客户端）

焚药
珠海集中销毁过期药品

共20吨16.1万盒价值440万元

【扫描二维码看更多】

5月15日，珠海市医药流通行
业协会组织开展2018年度过期药
品集中销毁活动，在珠海市垃圾发
电厂销毁过期药品约20吨16.1万
盒，药品价值约440万元。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人员现场监督
销毁过程。从2014年6月10日，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首次过
期药品集中销毁工作以来，每年举
办一次。（来源：珠海特报客户端）

高飞 整理

□许兵

近日，笔者从一个创业业
主那了解到，某地对大型投资
企业开通绿色通道，而对小型
企业则慢慢地走“程序”，极大
地伤害了他投资兴业的热情。

一些地方只对招商引资企
业和“大投资企业”开通绿色通
道，提供跟踪服务，进行集中开
工典礼，展现“热情”一面。而
对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则
又是一副“清冷”面孔，缺少关
心关爱，动辄按规定程序办理，

更别提享受“绿色通道优惠待
遇”。“放管服”改革红利在某些
地方不能完全平等地覆盖每一
个企业，给业主带来困惑，这样
做是欠妥的。

“放管服”其主要目的是
营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推
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
展。当前，小微企业是市场竞
争的主体，更是解决就业的主
渠道，需要政府更多的关心、
关爱。在释放“放管服”改革
红利时，理应同等对待，不能
因其投资少、规模小，就“低看
一眼”。事实上，这些小微企
业在接受执法部门检查时也
面临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政
府相关部门的绿色通道服务、

创新服务更是与他们无缘，方
便、快捷的“互联网+服务”也与
他们相去甚远。

过于重视影响大、见效快、周
期短、税收多的项目，片面强调招
商引资数额，而对中小企业的关
心关爱不够，不平等对待，这实质
上是严重的功利心态作祟。释放

“放管服”改革红利应当公平，不
能“厚此薄彼”“抓大弃小”。相关
部门应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
宗旨意识，抓实制度建设，通过破
除经济发展障碍，真正实现为市
场主体添活力。要用政务服务的
公平来释放改革红利，让各类企
业在公平、透明的环境中参与市
场竞争，确保“放管服”改革取得
实效。

释放“放管服”改革红利
不能“厚此薄彼”

□程绍德

5月14日下午，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永
航调研我市三防工作，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
防灾减灾救灾新理念，按照
中央和省的部署要求，时刻
绷紧“防大汛、抢大险、救大
灾”这根弦，全力做好防灾
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
委副书记、市长姚奕生参加
调研。（本报 5月 15日 01
版）

《孙子兵法》有言：“无恃
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汛
期到来，天气频繁“变脸”，暴
雨、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多
发，防汛工作必须进入实战
状态。今年是拉尼娜事件结
束年，对气候影响的不确定
性加大，气象灾害偏重，防汛
防台形势严峻，因此更需要

全方位备汛，确保安全度汛。
有道是：凡事预则立，不预

则废。防灾减灾救灾，首先需
要强化“不怕十防九空、不怕兴
师动众、不怕劳民伤财”的理
念，凡事多从最坏处着想，尽最
大努力去把各项防范工作做到
位，即杜绝一切漏洞和问题，防
止因麻痹大意和疏于防范导致
意外损失。无数事实证明，在
无法抗拒的极端天气面前，只
有做到提前谋划、科学应对，才
能把灾害造成的风险和损失降
到最低程度。

当然，防灾减灾救灾不只
是政府的责任，还需要广大人
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全力配
合。一方面，要严格服从相关
职能部门的指挥安排，自觉排
除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隐
患，增强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
另一方面，要纠正“自扫门前
雪”的狭隘思想，在力所能及的
情况下，主动向陷入困境的群
众伸出援助之手。总之，只要
大家众志成城，未雨绸缪积极
应对汛期，就能筑牢一张防汛

“安全网”，达到消除或降低灾
害不利影响的目的。

未雨绸缪
筑牢防灾“安全网”

□梅广

后排不系安全带将于今
日起正式开始处罚。警方昨
日表示，将围绕全市主干道
及车站、码头、商业繁华路段
等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整治
行动，一旦被查出后排不系
安全带，驾驶员将被罚款
200 元。（本报5月 15日 05
版）

我国的道交法明文规
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
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由此可见，在系安全
带这个问题上，法律对前后
排乘客的要求是一致的，我
市交警部门整治后排乘客不
系安全带，这既是保障交通
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依法
执法的必然要求。

经过交警部门前期的宣
传教育和专项治理，现在绝
大多数司机和乘客，对后排
安全带的重要性都很清楚，
乘车时也能较为自觉地系上
安全带，但仍不排除还会有
极少数人，他们会觉得坐后
排系安全带是小题大做，抱
有一定的侥幸心理。殊不

知，乘客坐后排不系安全带，不
但违法，同时也非常危险。看
过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人应该
都知道，在剧中饰演香妃娘娘
的一位青年女演员，就是因为
坐后座没系安全带，在高速路
上出现了紧急状况，一个急刹
车被甩了出去，导致英年早
逝。细节决定生死，在日常生
活中，类似的悲剧并不鲜见。

整治后排乘客不系安全
带，这是抓住了乘车安全的薄
弱环节，对消除事故隐患、确保
交通安全意义重大。有专业机
构做过这样的试验：汽车发生
碰撞事故时，没系安全带的后
排乘客会撞向前排驾乘人员，
当时速达 50 公里时就会产生
致命后果，而如果后排乘客系
上安全带，那么前排驾乘人员
的死亡率就能下降80%。

对于后排乘客来说，或许
系上安全带，不一定会遇到交
通事故，但是不系安全带，万一
发生特殊情况，无疑会 100％
地加重事故后果。生命是自己
的，幸福是家庭的，在交警部门
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同
时，广大驾乘人员也要自觉摒
弃陋习，将安全带视为生命带，
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都要按
照规定系好安全带，做一名文
明守法、安全出行的交通参与
者。

系好后排安全带
是为生命安全负责

□张西流

学生上课期间去厕所需
要填写请假条，还要找两位
老师签字，而且每天限量
100 张。近日，云南临沧市
一中的一张课堂特殊请假条
引发了网友热议。对此，该
校相关老师回应称，这个请
假条主要针对的是自制能力
较差的学生，防止他们在上
课期间请假外出去厕所抽烟
或进行一些和学习无关的违
纪行为。然而，有专家却认
为，校方这样的做法会让学
生心里有不愉快。（5月 15
日人民网）

常言道：“人有三急，内
急为首。”有学生上课时内
急，上厕所需填写请假条，还
需任课老师、值班保卫人员
等两人签字，方能有效。如
此折腾，一些学生的“生理需

要”可能承受不了。特别是，
“如厕假条”每天限发 100 张，
如果第 101 名学生内急，就无
厕所可上了。针对“如厕假
条”，涉事学校表示，是为了防
止有的学生去厕所抽烟，或干
其他违纪事情。这种说法令人
难以接受。

出于品德教育的需要，学
校出台一些规定去规范学生的
行为，本无可厚非。如禁止学
生抽烟，其初衷显然是善意的，
但规定太多，管得太死，对学生
的成长未必是好事。特别是，
诸如“如厕假条”之类，限制学
生人身自由和生理需要的雷人
校规，明显越过了学校教育的
边界，这对学生不是一种教导，
而是一种伤害。

在一些学校，生日不能跟
同学过，男女生不能一对一独
处，甚至周末不准看某某卫视
等，这些奇葩校规的出现，暴露

出了学校陷入了深深的教育误
区，把学生的每一项正常的行
为，都会联想到最坏最可怕的
结果。比如，与同学过生日，
就会生出事端；男女生独处，就
会越轨；看某某卫视，就会学会
拜金，女生穿短裙，就是卖弄风
情……显然，这是一种病态的
教育观念和管理方式，非但不
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反而侵
犯了学生的私权。

其实，校规也并非是包治
百病的灵丹妙药，学校岂能滥
用？特别是各地雷人校规频
现，暴露出一些学校已经患上
了“校规依赖症”。可见，懒政
的教育思维，已深入某些施教
者的骨髓。然而，当教育权渐
渐异化为管制权，触及到的两
处“要害”时，也让学生“伤不
起”。因此，“如厕假条”，也是
一种教育暴力，应引起教育部
门及学校警醒与反思。

沈海涛 作

□武海义

记者昨日从市政务服务管
理局获悉，市政务服务大厅于
近期公布了第二批81项“最多
跑一次”事项清单，目前服务大
厅已有28个窗口部门的189个
事项实行“最多跑一次”服务。
其中，拱北海关进驻大厅的51
个事项 100%实现“最多跑一
次”。（本报5月15日01版）

我市2015年正式实施“三
证合一”商事制度改革，2016
年推出“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
务改革，现在，市政务服务大厅

又有28个窗口部门的189个事
项实行“最多跑一次”服务。在
为群众提供便捷办事服务上，
每年都有新动作，服务政府建
设一年一个新台阶，体现了政
府部门工作人员应有的职业操
守，也表明，只要政府下了决
心，“最多跑一次”就会真正落
地，让群众办事更快捷方便就
不在话下。

良好的政府服务不是奢
侈品，而是必需品。从根本上
说，转变政府职能，才能转变
干部作风，能为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才是最好的工作作风。
现实中，群众对于办事难多有
诟病，就是因为有时办妥一件
事，需要四处奔走，“拜码头”、

“排长队”不算，如果一个环节

没碰到人，或者一份资料不
齐，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本来
一次就能办妥的事，却要让人
三番五次跑；本来一小时就可
以办结的事，却三五个月办不
下来。如此折腾让老百姓很
是上火，不仅严重制约了经济
发展活力，也滋长了民怨，加
大了干群隔阂，降低了政府的
公信力。

事实上，不少手续毫无必
要，完全可以简化或删除，特别
是在信息化时代，即使互不见
面，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得
到满意解决，甚至打一个电话
就可以把群众的急难需解决
掉、处理好。繁琐手续之所以
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除公
务人员为民服务意识淡薄之

外，根本原因还在于“官本位”
思想作祟。尽管国家一直都在
不断加大行政改革力度，竭力
倡导服务政府，但对于一些公
务人员来说，并没有真正触及
灵魂。

“最多跑一次”是深化政
务服务改革的延续，为优化服
务群众提供了良好平台。然
而，要想把高效便民服务真正
落到实处，一方面，还须进一
步整合现有的行政、管理和审
批资源，理顺政务服务和管理
体制，简化程序、高效运作。
另一方面，关键还是要看政府
办事人员在多大程度上改变
了工作作风，把为群众提供优
质服务当成了自己的本分。
如此，对于群众办事过程中搞

不懂的问题，才能够和风细雨讲
解、不厌其烦告知，真正实现“一
扇门”就把手续办妥，“一张网”
就把事情搞掂。进而，把方便带
给民众，把复杂交给系统，把高
效留给政府，让群众办事真正畅
通畅达。

我市各级政府部门不断提升
服务效能的事件表明，便民利民
改革必将释放社会活力，激发民
众创业创新创造力。同时，政府
的办事流程更加简洁透明，也压
缩了寻租空间。而诸如数据共享
的改革，也相应为政府科学决策
提供了扎实依据。总之，为群众
提供优质服务，只有更好，没有最
好。期待“最多跑一次”真正落
地，尽快打通高效便民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