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肇仄市人民政府亦公室

肇府亦函〔2020〕 86号

肇庚市人民政府亦公室美子印友 《肇庚市

政劣服劣 “好差坪"実施鋼興U》 的通知

各姜 (市、区)人民政府,肇仄高新区管委会,挙仄新区管委会 ,

与桂合作特男1拭詮区 (挙仄 )管委会,市政府各部 11、 宣属各単

位 :

《挙疾市攻券服券 “好差坪"実施如只|》 已盗市人民政府同

意,現印友給休佃,清汰真姐鉄実施。実施辻程中iIE至1的 同趣 ,

情径向市攻数局反映。



肇庚市政劣服努 “好差坪"実施鋼興1

第一章 恵 興ll

第一条 力仝面及叶准碗了解企立和群余対政券服券的感

受和訴求,接受社会監督,有什対性地攻逃政券服券,提升政府

工作戒能,仇化菅商不境,建没人民満意的服分型政府,根据《声

末省人民政府亦公斤美子印友 〈声末省攻券服芥 “好差坪"管理

亦法〉的ミカ》(与亦函〔2020〕 21号 )(以 下筒称 “管理亦法")

要求,結合我市 “数字政府"改革建没工作部署,制定本実施如

只ll。

第二条 本実施如只1所称攻分服券 “好差坪"(以下筒称 “好

差坪")適用千各去 (市 、区 )、 慎 (街 )、 村 (社区),肇仄高新

区,肇疾新区,各市立政券服券机杓,各炎政券服芥平合,碗保

毎企政券服弁事項均可汗介,毎企攻券服券机狗、政券服券平台

和人員都接受坪介。

第二条 市政数局負責坑箸全市 “好差坪"工作,指早和督

促各去 (市 、区),肇仄高新区,肇疾新区和市坂政芥服芥机杓落

実 “好差汗"工作;坑箸推邊本市自建的政芥服券系坑、自動政

券服券冬端与 “好差坪"系 坑的対接和改造工作;建立仝市 “好

差坪"工作整攻和反倹、通技机制,明碗仝市 “差坪"工単的装

派、督亦、整攻和炎理結果常核流程。

-2-



各地政券服券管理机杓負責姐奴実施本地 “好差坪"工作 ;

推逃本j」L部 11自 建的政券服券系坑、自動政芥服券冬端寺 “好差

坪"系坑的対接和改造工作;姐鉄実施本地区疱国内所有政芥服

券大斤省口坪介器或二象褐的布没工作,保障本地区政弁服券事

項 “好差坪"渠道物in_;微好 “好差坪"宣借和指引等工作,提

高参坪率;久責渉及本地区 “差坪"工単的紫派、督亦和整茨結

果的常核,格差坪整攻炎理結果根市攻数局隻核。

市坂政券服芥机杓負責姐鉄実施本単位 “好差坪"工作,明

碗負責本単位 “好差坪"工作的責任科室和責任人員;推選本単

位自建的攻券服券系坑和自動攻券服券冬端対接 “好差坪"系坑

工作,接要求在本単位政券服券大斤提供坪介渠道,微好政芥服

芥 “好差坪"制度的宣借解技,主功引早企立和群淡対攻券服芥

ilt行 “好差坪"等工作;負責対渉及本単位的 “差坪"工単逃行

日労、整茨和反債。

第二章 服劣林准和坪倫指林

第四条 仝市攻券服券事項逍辻片末省政券服券事項管理

系坑,実行規疱化、林准化、信息化、功恣化的清単管理,各象

攻芥服券机杓根据相美法律法規、法定撃責,端制、管理本部 11

政芥服券事項目果、枚責清単、実施清単,井幼入仝省一体化在

銭攻芥服芥平台管理。

第五条 各坂攻券服券机杓要接照仝省一体化政券服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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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系rll規疱要求,推逃銭上銭下攻芥服分林准化亦理,落共 “一

」II式"服券、“一回通亦"要求。

第六条 “好差汗"内 容包括各坂政券服券机胸的服券事項

管理、亦事流程、服券規疱、服券妓率、服芥便民度、整友実妓 ,

政券服券平合的便掟性、完善性和工作人員的服分恣度、服券水

平等。

第七条 “好差坪"指林分力服券事項坪介指林和服芥人員

坪介指林。

全程口上亦理和自動冬端亦理的事項,坪介人可対服券事項

逃行坪介。需要Fll省 口赤理的事項,坪介人可対服券事項和服券

人員逃行坪介。

第八条  “好差汗"結果分力 “♯常満意"“満意"“基本満

意"“不満意"“ヨト常不満意"五企等坂,対立的分値分男|力 10

分、8分、6分、3分、0分。汗介人倣出 “ヨト常満意"“満意"或

“基本満意"坪介叶,可不逃捧坪介林益宣接提交坪介結果。坪

介人微出 “不満意"或 “♯常不満意"坪介叶,泣 当逃捧対泣的

坪介林答或輸入不満意原因。

第三章 坪倫方式

第九条 銭上坪介渠道包括:声末政券服券国、移功攻券服

券泣用及各姜 (市、区)和市坂攻芥服券机杓自行建没的其化在

銭攻券服芥系坑。在銭攻券服券系坑泣接 “管理亦法"要求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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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坪"系 坑対接。事項亦理完成后,凋用坑一的坪介更面,提醒

坪介人選行坪介。

銭上坪介可友拝信′息技木仇勢,在五象坪介的基拙上,針対

具体服弁事項没十汗介同洵表単,由 亦事企立群余自動 自尽填写 ,

仝面深入了解亦事企立群炎的意几建決。

(一 )声末政券服券回。片末攻芥服外国升通坪介提醒功能 ,

井提供坑一的坪介界面。坪介人在攻券服外国赤理完相美事項后 ,

根据提示邊行坪介,也可登呆用戸中′さ,対 已赤事項逃行坪介。

(二 )移功政券服券庄用。“与省事"民 生服券平合、“与商

通"移劫攻券服券平台、声末攻券服芥回APP等移功政券服券泣

用升ill坪介提醒功能,井提供坑一的坪介更面。坪介人通辻移功

攻券服芥泣用亦理完相美事項后,根据提示逃行坪介。

(三 )自 建在銭政券服券系坑。各地、各部 11自 建在銭攻券

服券系坑接 《政券服券 “好差坪"系坑接入指引》要求与 “好差

坪"系坑対接,在提供服券后凋用 “好差坪"系 坑坪介更面、升

ill坪介提醒功能,坪介人亦理完相美事項后,根据提示逃行坪介。

第十条 銭下坪介方式包括:坪介二象4、 宙口坪介器、自

動政券服券冬端以及意几箱、意几簿、電子郎箱等。政芥服券大

斤 (堵 )要在服券省口醒目位置没畳寺 “好差汗"系坑対接的坪

介器或坪介二象4,窃 ロエ作人員毎次提供服芥后要主功提示坪

介人選行坪介。

(一 )坪介二_4i4。 釆用坪介二象4提供坪介功能的,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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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坑一規只1生成二象4。 坪介人在宙口亦理完相美事項后,可通

辻指獨方式逃行坪介。宙ロエ作人員泣主功提示坪介人逃行坪介。

(二 )宙 口坪介器。采用奮口坪介器提供汗介功能的,汗介

器泣展示坪介人所亦事項的名称、立分流水号、宙ロエ作人員姓

名等基本信息。坪介人在宙口亦理完相美事項后,可 ill辻 点苦坪

介器選行坪介。宙ロエ作人員泣主功提示坪介人辻行坪介。

(三 )自 動政芥服券冬端。lll辻 自動政券服券冬端亦結立券

后,系坑自動逃入坪介更面,坪介天面晨示所亦事項的名称、立

券流水号。坪介人在 自動政弁服券冬端亦理完相美事項后,可点

書坪介更面逃行坪介。

(四 )意几箱、意几簿、電子郎箱。各坂政券服券机胸要在

攻券服券大斤 (寺斤 )浚畳意兄箱、意几簿,林注屯子由

`箱

,定

期涯恙整理群余提出的意几建袂,井及叶整政反債。

第四章 坪枡市点

第十一条 仝程国上亦理的事項亦結后,坪介人対相反事項

逃行 1次坪介。銭下宙口亦理或銭上、銭下相結合亦理的事項 ,

坪介人毎次到宙口亦理后均可対服券人員邊行 1次汗介,事項亦

結后可対相反事項辻行 1次坪介。

在宙口単次申扱同一事項 2宅及以上並券的,祝力批量立券 ,

実行 “一次汗介"。 “一次坪介"的劣果近用千本次批量赤理的所

右立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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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子 “主趣式"“ 一件事"服券,坪介人可逆行恙体坪介 ,

坪介結果近用子有主趣並券相美瑛的所有事項,也可対美瑛的事

項分男1邊行坪介。

第十二条 対己亦錯的相美事項,坪介人 24小 叶内未作出

坪介的,“好差坪"系坑逍辻短信方式提醒坪介人選行坪介。坪介

人在相美事項亦劣后 7企工作 日内未作出坪介的,核事項不再保

留坪介入口井自功荻得 “♯常満意"坪介。坪介人作出坪介后 ,

可在 60企 自然 日内邊行一次追加坪介。

第五章 統汁排名

第十三条 “好差汗"坑十内容包括鰊合坪分、政券服券反

量、差坪整政率、大斤推片度和亦事坪介覆蓋度等 5企方面。

鰊合坪分足由政券服券反量 (10%)、 差坪整政率 (10%)、

大斤推声度 (40%)和 亦事坪介覆蓋度 (40%)等 4企4度的坪

分接♭ヒ例十算得出的分数。

政券服券反量指各地、各部 11服芥事項坪介得 //1的 平均分

値。

差坪整改率指已完成整政的服券事項 “差坪"工単占“差坪"

工単恙数的♭ヒ例。

大斤推片度指有坪介的大斤数占大斤恙数的しヒ例。

亦事坪介覆蓋度指己荻得汗介的服券亦件数占恙亦件数的

♭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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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好差汗"系坑対仝市政券服券机杓 “好差坪"

情況邊行坑十,坪介劣果共叶在声末政券服券国好差坪寺区友布。

第六章 差坪特亦、核共和整政

第十五条 汗介人対服券事項わ服芥人員作出 “不満意"或

“♯常不満意"叶 ,省 “好差坪"系統自功生成 “差坪"工単。

“差坪"工単由市政数局IIn辻省 “好差汗"系坑荻取,井通

辻系坑紫至相美政券服芥机杓承亦。相美政弁服券机杓杵炎理意

几及 llf根市攻数局,由市攻数局坑一

"口

后反債至省攻券服芥数

据管理局。

第十六条 攻券服券机杓lltFll“差坪"工単后要及叶逃行整

攻。市攻数局在差坪工単声生后 3企工作曰内杵差坪工単堵給承

亦攻券服券机粕,承亦攻券服券机杓泣在牧rllェ単后及 IIf対差坪

逃行核実。

差坪情況属実、訴求合理的,泣立行立政;一時Xli以 解決的,

泣建立台敗,井在 10企工作 日内完成整茨;鉄乏法律依据的,要

作出解粋悦明。承亦政券服芥机杓整攻完成后需者整茨結果反債

給坪介人,井把炎理結果逍辻省 “好差坪"系坑反債至市政数局

隻核,市攻数局在 3企工作日内格夏核后的差坪炎理結果技省政

券服券数据管理局各案。

第十七条 建立市坂和各地攻券服券事項和服芥人員差坪

申訴隻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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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象政券服券机杓和服芥人員lltrll有美事項“差坪"坪介后 ,

可在 3企工作曰内提出申訴,井格江明材料反後至同坂攻券服券

管理机胸。各坂攻券服芥管理机胸要在牧到申訴后 3企工作日内

対其逃行核央。盗核美力浜坪或悪意坪介的差汗結果,泣及tlf技

送市政数局,由 市政数局隻核決定后対差坪結果不予釆納,井坑

一月口后恨省政数局各案。

第十八条 市政数局毎月通扱各晏 (市 、区),肇皮高新区,

挙仄新区和市宣政芥服券机掏的 “好差坪"劣果,井通叶通辻片

末政芥服芥口、移功端政券服券泣用、新同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友

布。

第十九条 各坂政数局和政芥服券机掏要対坪介信息カロ張

珠合分析,及叶畑幼井我出攻券服券的堵点准点日趣,対企立和

群余反映較力集中的同題,限期依法依規整茨。

第七章 鏡数考核

第二十条 各姜 (市 、区),肇夫高新区,挙仄新区,各有

美市象政券服券机杓 “好差坪"結果已納入年度墳戒考核。宙ロ

服券人員 “好差坪"結果寺企人鏡戒考核、年度考核桂竹,考核

如只1由各政券服芥机胸自行制定。各地政数局可参照市坂倣法会

同本坂有美部 11杵 “好差坪"結果幼入本地年度須妓考核。

市攻数局建立教育寺同責机制,各坂政芥服券机胸要責今服

券坪介lit致劇卜名掌后的服券人員限期整茨。対反隻被差坪、投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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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仮,故意イ准,芸至打書根集企立和群余的,依法依規片

粛追責。対汗介人反映的服券人員渉嫌逹先、逹法等現象,端有

美部11依法炎理。

第八章 附  NIJ

第二十一条 本実施如只1由 市政数局負責解粋。

第二十二条 本実施如ス1自 友布え日起実施。

!

公牙方式:主功公升

抄送:市委有業部委,市人大亦公室,市政休亦/Ak室 ,市妃委監委亦

/AN室 ,肇人写分区,市法院,市栓察院,省駐肇有美単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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