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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互联网+政务运行”有大动作——

“一次办妥”，让群众办事零跑动

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赵 甫）即日起，我省将开展
打击“新闻四假”、净化舆论
环境“利剑2018”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假媒体、假记者
站、假记者、假新闻”和治理
新闻敲诈。

“利剑 2018”专项行动
自即日起至 11月 30日结
束，将重拳打击假媒体、假记
者站、假记者。依法取缔、关
闭一批非法网络期刊、非法
新闻网站和网站频道；持续
打击假冒学术期刊网站；从

严查处冒充新闻从业人员身
份从事诈骗、敲诈勒索活动
以及制作、倒卖假记者证行
为；依法打击利用境外记者
身份从事非法采编活动人
员。重拳打击新闻敲诈和假
新闻。严查媒体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为新闻敲诈活动提供
便利,以及真假媒体、真假记
者相互勾结利用,以批评报
道相要挟进行新闻敲诈和虚
构伪造、歪曲事实的虚假新
闻等违法活动。重拳打击非
法商业网站采编活动。严肃

查处非法商业网站在其设置
的栏目、频道内登载自行采
编的新闻信息,转载来源不
合法的新闻信息、歪曲原新
闻信息内容等行为。积极会
同公安、无线电管理等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两高司法解
释,持续打击“黑广播”“黑电
视”违法犯罪活动,在查抄窝
点、收缴设备的基础上,深挖
细查、追根溯源、截断“黑广
播”“黑电视”利益链条，形成
高压震慑，切实净化宣传舆
论环境。②6

我省开展“利剑2018”专项行动

打击“新闻四假” 净化舆论环境

昨日，记者在梅城公园看到，为美化环境、保护花木，
给市民创造一个好的休闲环境，工作人员正在梅城公园
四周加装绿色的护栏。图为工人正在对加装了护栏的底
座粘贴瓷砖。②6 本报记者 王林晓 摄

梅城公园
加装护栏

推 动 重 点 领 域 在 线 监
管。6月底前，完成全市统一
公共资源交易在线监管平台
建设，实现对全市公共资源交
易的在线监管；做好省财政资
金使用、政府性债务在线监管
系统与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的融合对接；做好省农民工工
资支付在线监管系统与市网
上政务服务平台的融合对接；
做好省在线实时联网审计系
统与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
融合对接，推进审计监督全面
覆盖。②6

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实现在线监管

推进全市统一部署、统一
功能架构的重大应用系统在市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部署融
合。

6月底前，完成省“单一窗
口”平台身份认证系统与市网
上政务服务平台的融合对接，
完成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市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深度融合，
实现“互联网+政务运行”事项
办理信用信息关联核验并与省

平台无缝对接。
6月底前，整合全市各政务

服务热线，实行“12345”一号
对外、多线联动、24小时值守，
全天候受理，实现与 110报警
服务平台处置非警务电话系统
互联互通、一键转接，完成与市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对接。6
月底前完成支撑“一次办妥”的
业务系统 100%实现与市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的融合对接。

全市各政务服务热线6月底前整合

推进便民服务事项在线办
理。完善便民服务事项清单，
推进“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实
现“互联网+政务运行”全覆
盖。推进便民服务事项接入市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和移动客户
端。

推进群众关注度高、办件
量大的公安、工商、人社等领域
市直部门重点便民事项接入市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和移动客户
端并与省平台对接，9月底前完
成。推进各县（区）重点便民事
项接入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和
移动客户端并与省平台对接，9
月底前完成。12月底前，完成
重点便民服务事项清单内全部
事项 100%接入市网上政务服
务平台和移动客户端并与省平
台对接。

重点便民事项9月底前与省平台对接

加快推进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深度应用。4月底前，各级实
体政务服务大厅政务信息系统
与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对接融
合、信息同步，做到线上线下服
务“标准一致、无缝衔接、合一
通办”。

在推进市级非涉密行政权
力事项在线办理上，4月底前，
完成非涉密投资项目审批事项
100%在线办理。5月底前，完

成所有非涉密行政权力事项
100%在线办理，实现“平台之
外无审批”。

在推进县（区）、乡镇（街道）
级非涉密行政权力事项在线办
理上，各县（区）非涉密投资项目
审批事项 100%在线办理，5月
底前完成。各县（区）及所辖乡
镇（街道）非涉密行政权力事项
100%在线办理，6月底前完成，
实现“平台之外无审批”。

非涉密行政权力事项100%网上办理

我市根据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的总体要求，按照“上
一张网、办所有事”的总体思
路，加快推进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完善提升平台功能，全面建
成覆盖全市、整体联动、部门协
同、一网办理的综合性网上政
务运行平台。

2018年 底 ，我 市 一 体 化
综合性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
面建成，力争 APP客户端注

册用户数突破 100万，实现五
个 100%：非涉密申请行政权
力事项 100%在线办理；便民
服 务 事 项 行 政 村 100%全 覆
盖；全市支撑“一次办妥”的应
用系统 100%与市网上政务服
务平台对接融合；“一次办妥”
清单事项 100%完成；市直部
门符合条件的非涉密政务信
息 系 统 100%向 市 政 务 云 迁
移。

今年将全面建成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实现“平台之外无审批”、推动政务服务“一次办
妥”、推进便民服务事项在线办理……为深入推进“互
联网+政务运行”，全面提升我市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
服务水平，按照《河南省 2018年“互联网+政务运行”
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南阳市2018年

“互联网+政务运行”工作方案》出台。

□本报记者 高 雪

我市“干部作风整顿年”
活动动员大会明确提出要着
力解决懒政怠政、为官不为
的问题;着力解决推诿扯皮、
效能低下的问题;着力解决
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问题;
着力解决权不为民、吃拿卡
要的问题。把解决问题摆在
关键位置，为全市干部作风
整顿指明了方向。

从问题入手，把解决问
题放在重要位置，是我们党
加强作风建设的一条宝贵经
验。各级党员干部务必以准
的方向、狠的决心、好的方法
推动问题有效解决，推动南
阳各项事业大发展。

解决问题，要紧密结合
实际。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
决作风问题结合起来。要抓
住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一项一项地改，防止整改承
诺成为“空头支票”；另一方
面，要坚持与满足人民群众
新期待相结合，与全市各地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
拿出真招、硬招，一抓到底、
不留死角，让作风建设的成
效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成
果上。

解决问题，要坚持统筹
兼顾。既要立足当前，把眼
前的突出问题解决好，让群
众看到变化、增强信心，又要
着眼长远，健全改进作风的
常态化、长效化制度，从根本
上铲除作风问题产生的根
源。既要分清问题成因，问
题主体，防止推诿扯皮、为官
不为，又要上下联动、协同用
力，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

解决问题，要用好问责
“利器”。加大问责力度，以

强有力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对存在懒政怠政、吃拿卡要
等问题的，不仅问违规违纪
人员直接之责，凡是给予纪
律处分的，都要严格按照纪
律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办
理，致使本地、本部门大面积
频发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的，
还要严肃追究职能部门的监
管之责。通过严肃问责，切
实做到问题应清尽清，让群
众看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

不以事艰而不为，不以
任重而畏惧。真正解决问
题，才是硬道理、才有说服
力。如此，广大党员干部切
实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
效率，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
作之中，必将为构筑起南阳
转型跨越的“四梁八柱”、加
速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进
程作出更大贡献。②6

扎实开展“干部作风整顿年”活动系列评论③

解决问题是关键
南阳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