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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免费代办
“政务超市”一窗办理省心省力

□ 记者 黎小强 文/摄

为促进大众创业，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自今年4月起，市政务服

务管理局为中心城区新

注册企业提供代办服

务，此项免费代办服务

推行以来，成效初显，至

今办理各类事项 380 余

件，为群众提供咨询服

务500余次，赢得企业广

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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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在歙县
上丰乡花果山的姬川村（鸡公尖）灯笼柿
基地，村民们正忙着采柿子、削柿皮、拴
柿陀、制柿饼。

10月25日，66岁的村民汪永生和老
伴汪爱萍正坐在家中削柿子皮。汪永生
告诉记者：“今年是大年，由于天干，柿子
个头虽小，但产量和去年基本持平，每棵
树平均50公斤左右，鲜柿和柿饼的价格
从 3元、10到 15元不等，今年预计收入
可达5万元。”

产业兴旺带动了乡村旅游，姬川村
村主任汪兴武从 2014年率先兴办姬公
尖农家乐，在销售柿子的同时，与旅游结
合起来，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进村赏秋摄
影。如今全村的农家乐已有七八家。记
者采访当日，一队新疆的摄影发烧友正

在鸡公尖“寻秋”“摄秋”。
为了推动“柿子之乡”的产业发展，

上丰乡政府积极做好旅游配套设施建
设。除了建设停车场，还针对山路狭窄，
会车难等问题，于 2018 年打通了环山
路，车辆从前山上、后山下，游客来了不
用走回头路。另外，还特地修建了几处
旅游观光摄影亭，方便摄影爱好者前来
观赏秋色。

当地农民汪国进说，鸡公尖的柿子
虽好，但过去不通路，要靠肩挑背扛走山
路到城里去卖。现在，村里的公路修通、
乡村旅游红火，村民的柿子根本不愁销
路，每到旺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
绝，村民坐在家中，就可以轻松将柿子销
售一空。

·程向阳 吴玉莲·

黄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域
社会治理创新，2018年10月，市综治
中心大楼建成，汇聚一般信访接待、
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心理咨询服务、
访调对接、在线法律咨询等功能。今
年 7月，中心 5名工作人员入驻。按

“资源整合、信息联通、功能集成”理
念，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科、基层社
会治理科相关工作人员同步入驻，负
责整合线上线下资源，逐步打造成集

“服务中心”“化解中心”“信息中心”
“指挥中心”“智慧大脑”为一体的“政
法超市”，努力实现让群众“最多跑一
地”。该中心如何运作？近日，记者
为此走访。

走进宽敞明亮的市综治中心大
楼，入口处即有咨询台。随着热情指
引，记者来到左侧功能区。

在市暨屯溪区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办公室，诸多制度上墙，包
括《医调委主要工作职责》《调解员工
作纪律》《调解回避制度》《当事人权
利与义务》等。调解员介绍，他们 8
月初入驻，尊重医学科学，考虑患者
及其家属实际情况，依法调解，兼顾
普法，至今接待 8例次咨询，成功调
解4例。

在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
工作站工作职责》《律师参与信访调
解接待值班工作制度》等制度上墙。
当天值班的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公职律师，他介绍，每天有 1名律师
值班。在一份《黄山市综治中心律师
接访工作情况登记表》上，每天情况
一目了然：9月 3日，吴欣值班，接待

一人，来自屯溪区；9月19日，黄高晖
值班，接待两人，分别来自休宁县商
山镇、祁门县祁山镇……

在信访事项调解室，9名人民调
解员照片张贴在公示栏内。据悉，他
们去年11月入驻，受理16件，转有关
单位处理3件，成功调解8件。

在公检法司接访中心，有一中年
男子正反映诉求。工作人员介绍，他们
去年11月入驻，每天约接待七八人。

心理咨询室心理咨询师正在外
开展心理辅导。中心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市红十字会通过购买服务，委
托市心理卫生协会实施“农村妇女心
理健康促进行动”项目，惠及2000名
农村妇女。目前，该行动在屯溪区屯
光镇、歙县富堨镇等地展开。

记者了解到，市综治中心融合线
上信息，创新智慧治理 4大平台；同
时整合线下资源，聚集部门力量，建
构5大平台。

在线上，中心左右联通部门平台，
对下联接区县平台、乡镇平台和村社
网格，再用市社会治理物联网交互平
台串联各节点，构建社会治理一张网：

一是搭建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
台。依托“雪亮工程”建设契机，建设
市综治中心信息化平台软硬件设
施。截至目前，市本级一期项目前端
施工完成率 92%，完成智慧旅游、交
警应用系统建设，基本完成城市热
点、应急视频指挥系统建设。以“社
会治理物联网交互平台”为载体，实
现各类数据、平台的整合、融合及综
合应用；

二是搭建数据互通共享平台。
在各单位、部门信息化项目立项开始
介入，将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数据互联
互通纳入设计方案要求，强化互联共
融，深化数据应用；

三是搭建社区微治理创新平
台。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以社会治理物联网交互
平台为主要载体，归集社会主体运营
项目相关数据，打造社会参与度更高
的创新亮点；

四是完善提升网格化管理平
台。承担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职
能，负责网格化管理平台应用维护和
技术推广，调度、监管市级层面网格
事件，负责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
运行质效的评估考核，推进党建网格
和社会治理网格的“双网融合”。

在线下，中心整合原来分设的市
群众来访接待中心、涉法涉诉接待、
心理咨询、律师调解、法律援助、行业
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等，形成一中心多
平台格局。在不增加人员编制、工作
经费情况下，最大限度集中力量资
源，形成一个从信访接待登记开始，
到律师咨询、信访约谈，再到人民调
解或法律援助，最后到维稳处置，这
样一个信访维稳和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闭环。

多平台包括受理群众信访事项
平台、受理群众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平
台，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公共法律服
务平台、人民调解服务平台。

整合公、检、法、司专业力量，设
置涉法涉诉联合接访窗口，及时审
查、甄别群众信访事项；广泛动员共
青团、妇联、学校和心理卫生协会等
组织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服务志愿者，

探索建立“心理咨询师+志愿者”服
务模式；建立市综治中心律师值班

“1+1+1”工作机制，力推律师调解试
点和便民法律服务工作，接通 12348
法律援助中心热线，成立市综治中心
法律援助工作站，指导和接受法律援
助申请；健全市级房地产纠纷等专业
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完善市级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物业纠纷诉
调对接、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家事纠纷联
合调处机制建设；优化设置综合调解
室，开通在线调解功能。

汪某在某建工集团承建的工地
上搬砖块时，被正在作业的挖掘机误
伤，治疗后鉴定为10级伤残，多次与
该公司协商解决伤残补助金未果。7
月 28日，入驻市综治中心的市信访
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接此案
后，多次向该公司宣传有关政策规定
和法律知识，阐明其在法律上应承担
的责任。8月 29日，双方达成协议，
汪某获伤残补助金22500元、伤残护
理费9500元。

8月26日，市医调委成功调解一
起休宁县龙田乡患者的医患纠纷，医
院赔偿近10万元……

记者翻开《9月份市综治中心大
事记》，中心履职情况可见一斑。

9月 2日，第一位值班公职律师
吴立玲入驻市综治中心；9月 3日上
午，中心演示实战化建设情况；9月4
日，全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座谈会
在市综治中心召开；9月 5日，“千名
干警访平安”活动在休宁县商山镇、
东临溪镇开展；9月6日，市医调委成
功化解一起医患纠纷，值班律师彭都
都接待休宁县村民咨询……

为民服务无尽时。市综治中心
下一步将通过资源再整合、机制再完
善、流程再优化、责任再落实，进一步
提升我市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
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黎小强·

让综治中心成为便民“政法超市”

日前，记者来到市政务服务大厅，
在“企业注册政府代办”专窗，记者看
到代办员热心服务，企业经办人忙着
咨询、签名。

专窗柜台上立有温馨提示牌，上
写：从4月21日起，黄山市政务服务管
理局为您提供新公司注册“一站式”全
程免费代办服务，代办范围包括名称

核准申请、在线申请、股东会议纪要、
章程起草、表格填写、材料提交、公章
刻制、证照领取及证照邮寄等服务。

柜台内，代办员仇思源忙个不
停。“经办人带银行卡、身份证来，我们
交流一下，了解公司地址、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等事项，然后做好资料。经
办人下载APP，在上面签名即可。”仇

思源说，当日上午不到 11点，他已提
供 4次代办服务。趁服务间隙，他打
开省政务服务网，切换到黄山分厅，点
击“企业开办”模块，向记者演示网上
申报程序，“共有6页内容，问过后，我
来填。如果当事人在外地，我就发微
信截图，对方在家扫二维码也能签
名。”

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23日，市政
务服务管理局印发《黄山市中心城区
企业注册代办制度》，确保惠民政策落
地。

该制度阐明代办范围、代办内容、
代办流程、开办资料、办结时限等，资
料收集齐全符合条件的，1个工作日
内办结营业执照，0.5个工作日办结公

章刻制。
制度对代办员提出工作要求：认

真学习企业开办各项服务事项工作
流程，熟练掌握网上全程电子化操作
流程，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主
动热情受理代办事项，认真收集和制
作所需资料，耐心细致地为委托人办
好企业注册。代办过程中如遇政策

把握不准等情况，及时与市和屯溪区
市场监管局窗口沟通，不能含糊代
办；做好代办台账管理，详细登记每
次代办时间、对象、内容等，于每周五
下班前报送至市民服务中心；杜绝与
中介机构业务往来，严禁向委托人推
荐中介服务机构并介绍相关业务项
目。

服务热情 办理更加便捷

制度保障 确保政策落实

此项免费代办服务推行以来，成
效初显，至今办理各类事项380余件，
为群众提供咨询服务 500余次，赢得
企业广泛赞誉。

黄山易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孝文说，代办员服务态度好，今天
来办理，前后不到 20分钟就办好了，
无纸化，感觉挺方便。安徽省百年酿
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洪文祥告诉记
者，他以前在外地办，要提供不少纸质

材料，很麻烦，黄山推出这项服务，10
分钟左右搞定，太方便了。黄山老徽
商旅游商贸有限公司经办人应国宏
说，现在省了好多程序和麻烦，确实是
为群众着想。

市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成
效体现在“四个一”（一个专窗、一项制
度、一张清单、一支队伍）上。一个专
窗即设置“企业注册政府代办”窗口，

杜绝之前中介服务公司拉客、抢客等
现象；一项制度即上述代办制度；一张
清单囊括企业名称自主核准、在线申
报、股东会决议和章程起草、材料提
交、公章刻制等相关服务；一支队伍指
培训服务人员，采取跟班市市场监管
局和参加商事登记专业培训等方式，
快速培养专业工作人员，进一步提升
企业获得感和满足感。

成效初显 赢得广泛赞誉

10月25日，黄山区新华乡曹村村贫
困户小冲完成危房改造，喜迁新居。

小冲 2010年由云南省蒙自县嫁到
新华乡，一家四口，全靠丈夫一人在外
务工维持生活。由于小女儿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每年治疗费要花 3 万元左
右，家境贫困，2014年，该户被纳入建档
立卡精准扶贫户。家里的房子还是上
世纪 50 年代所建，早已陈旧。去年 12
月两场大雪导致墙体开裂，屋顶渗漏，
被鉴定为C级危房。今年 6月，经她个
人申请，乡政务服务中心全程代理，为

她争取到危房改造民生工程项目资金
6000元，她家自筹资金 4000元，实施危
房改造。

工程于 9月中旬开始动工，掀起房
顶，换掉烂椽；拆掉后墙，重砌新墙，盖上
新瓦，将外墙全部粉刷。然后对屋内安
装吊顶、浇筑水泥地面等简单装修，经过
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面积70多平方米
的房屋被修缮一新。小冲激动地说：“太
感谢了！政府对我这个贫困少数民族家
庭真关心啊！”

·孙国钧 吕红兵·

告别危房住新房

日前，在祁门县芦溪乡奇口村汪坑郑加宾的家庭农场，郑加宾正在给土鸡喂饲
料。

2017年10月，返乡创业青年郑加宾流转村中林地，开工建设奇口汪坑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占地1200平方米，建成现代化养鸡鸡舍9个。2018年家庭农场一年出栏农
家鸡、鸭有2万余只，鸡蛋18万余枚，效益可观。郑加宾在自己创业的同时带动周围
20余名村民增收致富，其中有5名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陈云明/摄

10月29日上午，屯溪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们走进黄山市残联，为在残联接受康复
训练的孩子和家长上了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知识科普课。

现场，孩子们好奇地围绕着消防员，听他们讲解消防安全知识以及消防器材的
使用。当有孩子指着消防车，说想要听消防车喇叭的声音，消防员也特地鸣笛，让那
些戴着助听器的“天使宝宝”近距离聆听了消防车的声音，孩子们兴奋不已。

吴玉莲/摄

““集团作战集团作战””分工有序分工有序

线上线下线上线下 多点发力多点发力

为民服务为民服务 成效显现成效显现

舒心

开心

热心

带领村民同致富

暖心

助圆儿童消防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