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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电视问政期中考整治“新衙门作风”
首考从群众“
最怨、最恨、最急、最盼”之事入手

问政对象随机确定悬念重重
本报讯 （记者汪甦 杨蔚 通讯员熊
欢）昨起连续三天，武汉市电视问政“期中
考”现场直播。 与此前最大的不同是，问政
对象不提前公布， 由主持人根据问政情况
与曝光问题随机确定，问政更具悬念。昨天
首场“开考”，从群众“最怨、最恨、最急、最
盼”的事入手，聚焦基层作风治理。
在四个部门之间，来回跑了七八趟才
办下居住证明。 为证明75岁老母是独居，
女儿来回奔波找熟人。“居无定所”的女子
申请公租房，挺着大肚子在三个部门来回
跑，却被办事人员拖“过了期”……现场嘉
宾和观众对现场连连曝光的“奇葩事”十
分痛心，被问政的各区委书记、区长们纷
纷当即表态，要深入基层解决问题。
今年武汉市拟分别于7月中旬、12月
上旬开展两次集中问政。本次问政的主题
是“整治‘新衙门作风’，建设‘三化’大武
汉”。问政分为三场，第一场主题为基层作
风治理， 聚焦基层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弱
化、群众观念淡薄等作风之弊。 第二场主

题为“四水共治”推进，聚焦防洪水、排涝
水、治污水、保供水工作中制度不执行、责
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第三场主题为发展
环境优化，聚焦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三
办”改革、重大项目建设等工作中政策落
实不力、大局意识不强、进取精神不足等
突出问题。 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
道、经济频道、外语频道和武汉新闻综合
广播每晚8点准时同步直播。
本次问政改变过去提前公布问政对象
的做法， 问政对象由主持人根据问政情况
与曝光的问题随机确定， 实现重点问政与
随机问政相结合，使整个问政更具悬念。 同
时，首次引入现场办公环节，通过建立场内
场外联动机制，场内问题曝光与场外4G连
线跟踪督办、追责相结合，彰显问政实效。
首场参加问政的嘉宾有：省纪委常委
熊征宇，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曙，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李述永，市人大副主任何
艳，市政协副主席陈光菊，各区（开发区、
风景区、化工区）区（工）委书记。

电视问政现场，各区测评成绩表现

说好的“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呢？ 居民遇事被迫来回跑

75岁老人为“系独居”3字跑20多趟
创业人员孩子上学网上没办成

想享受居家养老政策，
75岁老人为“系独居”3个字
跑了20多趟。 昨晚，2017年
上半年电视问政“期中考”
第一场现场显示，基层暴露
“新衙门作风”问题，基层群
干没有落实“马上办、网上
办、一次办”承诺。

一堆材料证明
“
我是我儿妈”
记者金振强 翻拍

“
系独居”证明难住75岁老人
75岁的黄菊兰老人家住洪山区南湖
新城小区。 10多年前， 黄婆婆的老伴去
世。子女们说，因老人平时一个人住，他们
希望她能享受到我市“居家养老”的相关
政策。 今年6月， 老人的儿女便着手申请
办理相关手续。 然而，他们被一个证明难
倒了，因为政策规定上有“系独居”3个字，
他们必须证明老人没有和子女同住。
老人的子女们说， 他们没有和老人住
在一起，只有黄婆婆一人住南湖新城小区，
是独居的空巢老人。 这样，只要能证明老人
是他们的母亲，“证明我妈是我妈”， 就与
“
居家养老”政策符合了。 但由于他们没有
与妈妈住一起， 南湖社区群干也不了解情
况，也无法证明黄婆婆就是他们的母亲。
尽管如此， 老人的子女还是找了熟
人，把他们家庭关系的证明开出来了。

6月9日，黄婆婆的子女来到南湖社区
办理手续，工作人员告诉她，相关申请资
料无法通过审核， 因为前期证明中少了
“系独居”3个字， 吴女士还需再跑一趟，
“还得再找熟人”。
“不但要证明家庭关系，还得证明‘系
独居’才行，他们要求这样子，那你叫我怎
么办呢？ ”跑腿20多趟，黄婆婆为这件事
烦死了。
洪山区区长林文书说，黄婆婆的烦心
事从两个方面看。 一方面，他不赞成办什
么事都“找关系、找熟人”，有些事还是得
讲原则，凡事“找熟人”是不行的；另一方
面，基层群干的工作作风仍存在服务意识
不强、服务不到位的问题。 基层干部在处
理居民群众麻烦事的时候， 既要讲原则，
又要服务态度好，这样才能办好事。

家住武昌区积玉桥街的姚先生， 从十
堰来汉创业已9年。由于孩子今年要上学，需
要办理居住和就业证明。为了办理这些证明
手续，姚先生跑了七八趟，才把事情办完。
最初， 姚先生就近去了积玉桥街道
办。 街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姚先生
的工作单位不在积玉桥街，他应该去公司
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 姚先生来到中华
路街办，该街道办说，姚先生不是当地人，
应该去区人社局办证明。 该局工作人员告
诉他工作QQ群号，让他进群。 接着，群里
人员介绍，要办这个证明，需要打印缴纳
社保的清单。 后来，区人社局工作人员说，
打印清单的权限， 已经下放到各个街道。
最后，姚先生就又返回积玉桥街道办。
孩子上学的事虽是办妥了，但姚先生
纳闷：“这些明明网上能办的事，为什么非
得让人来回跑上七八趟呢？ ”
武昌区区委书记张幸平说，根据市委
市政府要求，全市正在大力推进“马上办、
网上办、一次办”的审批服务改革。 这个案
例反映出基层工作人员站在群众的立场
考虑问题还不够周到， 服务意识不强，让
居民多跑了路，办事程序还不够便捷。 针
对这一情况，他们将进行认真分析，逐项
优化办事流程设计，在确保必须要件齐全
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环节、资料，加快实
现网上预约、网上办理，落实“马上办、网
上办、一次办”，引导基层工作人员换位思
考，以事为中心，人性化服务，尽可能让群
众少跑腿，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舒心。

全市推进“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
今年5月10日，全市召开审批服务
“
马上
办、网上办、一次办”（下文简称
“
三办”）改革现
场会，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陈一新在会议上
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
导，总结推广东湖高新区审批服务
“
三办”改
革经验，深化全市
“
放管服”改革，努力打造全

国审批事项最少、时限最短、服务最优城市。
其间，东湖开发区按照市委要求，积极探
索
“
三办”改革试点，梳理
“
三办”事项378项并
分门别类确定办事流程， 其中“
马上办”154
项、
“
网上办”53项、
“
一次办”171项， 审批流程
明显优化、行政效能显著提升，形成了一批可
在全市推广复制的经验。

陈一新指出，“马上办” 就是要实现
“即来即办、立等可取”；“网上办”就是要
“一网覆盖、网上办结”；“一次办”就是要
“
一件事情、一次办结”。 最终，实现从“一
次办”迈向“
马上办”、“马上办”迈向“网上
办”、“
网上办”迈向“
不用办”的远期目标。
记者柯美学

记者金振强 摄

普通人办过户
需凌晨4点排队拿号

副食店老板竟拍胸称
可“即办即走”
本报讯（记者陶盼）普通人要
凌晨4点到江岸区政务服务中心
排队拿号办过户， 一名副食店老
板竟拍胸脯称，1000元钱就可以
“马上” 过户。 面对如此怪象，昨
晚，“电视问政” 现场嘉宾问江岸
区区委书记王炜：“您懂吗？ ”
6月7日上午10点， 巡查员来
到江岸区政务服务中心， 大厅里
挤满了办理交易过户的市民，而
旁边一家副食店， 写明代办交易
过户手续，难道其有什么高招？
副食店老板拍胸脯称，如果想
连续办（网签+过户），就必须多加
钱，1000元钱即可马上过户。“下
午来过户， 现场资格核查给你做
好。 ”巡查员说：“那哪里来得及，
排队的人多得吓死人。 ”
副 食 店 老 板 宽 慰 道 ：“你 不
管，下午来，你花那个钱的目的就
是让你缩短时间。 ”巡查员追问：
“就是不用等48小时？ ”
副食店老板打包票，“对，你就
不管，我让你过，今天下午都给你
办完。 ”
普通人甚至要凌晨4点来排
队拿号， 这个副食店老板有什么
神通，能够做到即办即走？ 面对巡
查员的询问， 老板回答：“我做了
12年，专门做这一项业务，你说我
办的多不多？ 你不管那多，谈多了
就不好，懂了没？ ”
“其实是中介在招揽生意，特
殊渠道在办案，这就是潜规则。 ”
面对质疑， 江岸区区委书记王炜
“懂了”，并指出：“因为窗口有限，
办件量大， 所以为收费代办提供
了空间。 ”王炜对监管出现的漏洞
深表歉意， 并提出了三点“打兔
子”的解决措施：首先，提高办事
效率；其次，堵塞后门，规范流程，
不间断抽查， 发现问题， 解决问
题；最后，斩断利益链，彻底解决
微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