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一季度 ， 淮阳区生产总值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市 、 全省平均增速 ， 均位居全市第一 ， 重大项目建设观摩
考评位居全市前列。 这是统计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 ， 此数据表现出在疫情防控严
峻复杂的形势下， 淮阳区上下坚持 “稳” 字当头、 “干” 字为先、 “实” 字为要，
主动加压奋进、 勇于攻坚克难的工作作风， 以及淮阳区经济社会呈现出总体向好、
平稳有序的良好发展态势。

经济社会要发展， 服务是保障。 2021 年 11 月 30 日， 淮阳市民中心 （淮阳区政务
服务大厅） 正式启用， 这以 “让群众只进一扇门、 找一个窗， 最多跑一次” 为目标的
便民服务场所， 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重要纽带， 是淮阳展示政务服务
效能和政府形象的重要窗口。

全省一流 设施完备 打造优质环境
设施全省一流的淮阳市民中心， 1-4 层办公面积共 2 万平方米， 遵循 “应进必

进、 因地制宜、 整合优化” 原则， 进驻 52 家窗口单位， 设置 13 个服务专区。 一楼
设置社保、 医保、 综合受理、 电子审批等专区， 重点服务民生； 二楼设置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 税务 、 不动产等专区 ， 重点服务项目建设 ； 在三楼和四楼设置婚姻登
记、 企业开办、 公安服务三个专业大厅，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全方位、 一体化的政务
服务。

领导重视 强化监管 提升队伍素质
周口市、 淮阳区领导多次到淮阳市民中心调研指导工作， 并对该中心给予高度评价。

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按照各级领导指导意见， 加强对淮阳市民中心的日常监管。
出台管理办法， 对窗口业务工作、 纪律作风、 投诉评议等开展日日巡查、 逐月督查、 每
季考评、 年终考核。 同时， 开展亲切服务、 微笑服务， 推行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延时
服务， 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 对办件情况进行跟踪回访， 实时掌握窗口工作动态， 深
入开展争创 “文明服务窗口” “文明服务标兵” 评选活动， 树立良好的窗口形象。

群众至上 细致入微 提供暖心服务
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始终秉承群众至上 、 发展至上理念 ， 不断完善淮

阳市民中心的便民服务设施 ， 为群众提供温馨的服务环境 。 淮阳市民中心内设
置了无障碍卫生间 、 无障碍电梯 、 母婴室等 ， 并设立志愿服务台 ， 义务开展常
态化志愿服务 。 除此之外 ， 淮阳市民中心还为群众提供免费邮寄 、 免费复印 、
免费打印 、 免费茶水 、 免费雨伞借用 、 免费图书阅览 、 免费轮椅 、 免费老花镜 、
免费应急药品 、 无线 WiFi 全覆盖等便民服务 。 针对前来办事的老年人 、 残障人
士等特殊人群 ， 淮阳市民中心工作人员全程陪同 ， 并提供上门 、 帮办代办等服
务 。 优质 、 便捷 、 高效的服务让办事群众高兴而来 、 满意而归 。

企业开办 利企营商 优化营商环境
在淮阳市民中心 ， 企业开办涉及的市场监管、 税务、 社保、 公积金等办事部门

窗口， 以及银行、 公章刻制第三方服务机构， 被整合在企业开办服务大厅内。 企业开
办服务大厅为企业提供市场主体登记、 税务登记、 银行开户、 免费刻章等 “一条龙”
“一站式” 服务。 同时， 企业开办服务大厅内设立有电子审批专区、 自助网办区， 该
大厅还引进了 24 小时自助服务终端， 为群众提供 24 小时不打烊的便捷服务。 淮阳区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力争把企业开办服务大厅打造成审批最快、 流程最优、 体制最
顺、 机制最活、 效率最高、 服务最好的政务服务大厅。

帮办代办 限时办理 助力企业发展
在淮阳市民中心， 企业代办办公室对涉及在淮重点项目、 招商项目、 落户企业提

供全领域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 通过主动联系、 提前介入、 积极协调、 多维赋能， 无
偿开展咨询辅导、 政策解答、 材料申报、 业务办理等工作， 组织业务骨干走访企业，
了解企业诉求， 提供 “专业、 规范、 高效、 暖心” 的 “保姆式” 贴心服务。 推进审批
流程全面优化， 确保社会投资项目审批 33 天， 政府工程项目审批 44 天， 为项目规
划、 立项、 审批、 施工、 落地提速增效。 2021 年淮阳市民中心企业代办办公室获得
“河南省企业服务文明号” 称号。

整合资源 数据跑腿 提升服务速度
按照省政府 “一件事一次办” 工作部署， 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开发了

“一件事” 服务系统， 将全省 2152 项审批事项重新梳理， 将职能相近、 在一个审批链
条上的审批事项整合成一件事 “打捆办、 打包办”。 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设
置 “跨省协办” “全省通办” 综合受理窗口， 明确专人授权负责联办事项， 并对办结
证件采用免费邮政寄递渠道， 用 “邮政跑” 代替 “群众跑”， 让 “群众少跑腿、 数据
多跑路” 成为现实。 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 强化疫情防
控数据保障，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数据推送、 解码赋码、 核酸检测数据比对等工作， 为
疫情的科学防控、 精准施策提供有力支撑。

党建引领 激发活力 提供组织保障
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始终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中心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定时开好党组民主生活会和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经常性地开展业务学习和行为教育、
廉政纪律教育， 以及 “能力作风建设年” “爱家乡、 护亲人、 保安全、 作贡献” 等主
题活动。 同时， 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建立党风廉政文化墙， 设立 “党员示范
岗”， 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和 “党员示范岗” 评比， 以党员示范引领提高全体人员
的政务服务水平， 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机关党员真情服务为人民的本质。 淮阳区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中心党组织连续多年被淮阳区委评为 “先进基层党组织”。

潮平岸阔催人进， 风正扬帆正当时。 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全体干部职
工将在区委、 区政府的领导下， 始终坚持把服务群众、 服务发展作为中心工作， 力行
“真抓实干、 马上就办” 工作准则， 凝心聚力、 开拓创新， 在服务淮阳高质量发展征
程上砥砺前行， 奋力谱写让党和群众满意的政务服务时代华章！

������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征程书写新篇章。

新一届淮阳区委、区政府把握新发展阶段，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实施“工业强区做支

撑、旅游突破促发展、城乡统筹惠民生、四化

同步谱新篇”发展战略，凝神聚力发展工业经

济、文旅经济、城市经济、返乡经济“四大经

济”，开拓创新建设经济强区、文旅强区、生态

强区和幸福美好新家园， 为推进周口中心城

区“起高峰”展现淮阳担当、贡献淮阳力量。

真真抓抓实实干干树品牌
马马上上就就办办赢口碑

———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奋力谱写政务服务时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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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张建党到淮阳市民中心调研工作 区长王献超和副书记王春华为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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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市民中心免费为企业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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