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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项“放管服”改革让群众享受“交管红利”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影报道
节后第三天，海东市交警支队车辆
管理所办证服务大厅内人头攒动。自 9
月 1 日公安部部署深化公安交管“放管
服”改革，陆续推行 20 项公安交管“放管
服”改革新措施后，我市交警第一时间
启动了各项工作。改革新举措实施了
一个多月，究竟给群众带来了多大的实
惠呢？为此，
记者进行了实地采访。
走进海东市车辆管理所，新车落户
服务窗口处挤满了前来办理业务的群
众。
“ 为方便群众一站式办理新车落户
手续，我们在服务大厅前专门设立了这
个窗口，原来新车落户几乎需要一天的
时间，现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各项业
务，而时间缩短到了半个小时左右。”海
东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所长朱斌
说。在他看来，推行 20 项公安交管“放
管服”改革新措施后，服务窗口前移最
大的受益者就是群众。以前，机动车登
记涉及资料审核、车辆查验、照相、缴
费、制牌、制证等环节，群众经常多头
跑、多排队，是车驾管业务办理的难点
和堵点。此次改革实行机动车“通道
式”查验，推行受理、审核、查验、照相等
通道式、流水化作业，群众只要按照标
志和地面标线所指行进，只排一次队即
可完成验车。同时，推行 PDA 终端查验
车辆，查验结果信息化传送，简化了机
动车登记程序。
办理新车落户的闫伟军不到 30 分
钟就已经办完了所有的手续。
“ 车辆牌
照我都不用来车管所取了，直接给我寄
到家里了，现在这些惠民政策太好了！”
闫伟军说。据了解，为方便群众，海东
邮政与海东交警支队通力合作，为广大
群众的机动车牌证和档案等提供 EMS
全国、省内邮递服务。
除了服务窗口前移，记者看到车管

所服务大厅还放置着两台自助机，陆续
有群众在机子上办理业务。来自平安
区石灰窑乡的李善秀和乐都区的马元
金手持申请表来到自助机前，将申请表
和身份证放入扫描区，换领驾照的信息
内容随即就显示在了屏幕上方。按照
提示通过拍照、签字等程序，
不到 5 分钟
的时间，李善秀和马元金就拿到了单
据，他们在柜台通过交管 APP 缴完 10
元工本费用后，顺利拿到了新换领的驾
照。
“8 月底，我们在大厅内安装了两台
价值 17 万元的自助机，可开展换证、补
证等多项业务。自助机的投入使用，不
仅减轻了窗口的压力，更是缩短了群众
办理业务的时间。
”朱斌说。
“你们先下载柜台上贴出的交管
APP，再扫描表格上面的二维码，然后
用支付宝就可以自助缴费了，不用排队
等候在电脑上缴费。”记者看到，经过民
警的提醒，许多群众通过手机支付方
式，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办完了业务。
以前，办理交管业务需要提交身份
证明及复印件，
填写纸质申请表格，
提交

相关证明凭证，办理车辆业务还需要群
众花钱自行拓印车辆识别代号，
材料多、
环节多。现新举措推行后，办理交管业
务时，
申请人身份证明免予复印，
申请表
格免手填写，
车辆识别代号免费拓印，
车
辆购置税、
交强险、
体检证明等相关部门
证明凭证实现联网后逐步免予提交。海
东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民警李俊涛
说，
截至目前，
海东市车管所已经实现了
20 项措施的前 8 项，主要包括新车落户
窗口前移，办理业务免填表、免复印、免
拓印等申请材料的四个减免。
据朱斌介绍，如果条件容许，下一
步计划将二手车过户窗口也移到二手
车交易市场，这样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
就更加方便了。此外，
还有 18 类业务一
证即办、个性服务自助快办、交管服务
网上办理、政务信息网上互通、安全教
育网上学习、交通事故网上处理、社会
服务网点代办等新举措服务广大群众。

旦寺、峨哇寺、弘化寺、宏善寺等 44 座寺
庙，其中 10 人以上的书屋 9 家、10 人以
下的书屋 35 家，
内容涵盖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宗教政策、民族政
策、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卫
生保健等。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改善和丰富民
和县寺院僧侣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解

决广大僧侣
“读书难、
借书难、
用书难”
的
问题，
满足新时代寺院僧侣文化需求，
丰
富僧侣文化生活，改善住寺僧侣阅读条
件，
提高僧侣知识水平和科学素质，
维护
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

乐都清欠农民工工资 2018 万元
时报讯（记者 金显花 通讯员 张玉
英）今年以来，乐都区坚持把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严
厉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结案清欠
率稳步提高，切实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截至目前，共受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 36 件，涉及人数 1836 人，涉及金
额 2018.6 万元。其中结案 31 件，
移交公
安机关 3 件，正在调处 2 件。结案清欠
率达 94.4%。
乐都区成立由主管副区长担任组
长，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解决企
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适时
召开领导小组工作会议，
专题研究部署重
大节庆及敏感时期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占道经营商贩 31 家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陈雯）国
庆节后，平安区开展占道经营集中整治行
动，清理各类占道经营商贩 31 家，流动摊贩
17 个，切实维护了市容环境秩序，助力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
据了解，
国庆节后，
平安城区中心广场及
周边无序设摊逐渐增多，
既影响城市环境，
挤
占公共空间，又妨碍道路交通，影响市民生
活，成为了文明城市创建的一大难题。为有
效治理这一难点问题，
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
平安区城市管理部门错时加班严整治，安排
执法人员 10 人，
从 7:00 到 20:00 连续巡查，
对
中心广场及周边、
互助路、
步行街口等主要街
道占道经营、
流动摊贩、
乱摆乱卖等突出现象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做到还路于民，还畅于
行。
同时，加强宣传劝导和整改，执法人员
本着“严处理与重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一
些屡教不改的“老面孔”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从严处罚，并予以查处、取缔。对一些“新面
孔”则以引导、规劝为主，向其宣传文明城市
创建相关内容，提高文明城市创建意识，增
加对文明城市创建的了解、认同、参与，引导
其通过自己的言行为创城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平安区针对近期土豆等农作物大
量上市，广大市民购买需求量较大的实际情
况，在部分小区、不影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
的街道少量设置商贩，在方便市民购物的同
时，解决农作物销售问题。目前，通过整治，
共清理各类占道经营商贩 31 家，流动摊贩
17 个，
安排短期固定农作物销售摊点 8 处。

图为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

民和寺庙书屋再添新书
时 报 讯（记 者 张 娜 通 讯 员 张 桂
寿）近日，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积极开
展送书下乡活动，为 44 家寺庙书屋补充
图书 4356 册，总金额达 11 万元。
寺庙书屋作为保障寺庙僧侣享有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权益，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文化惠民工程，深
受好评。民和县寺庙书屋建设涉及才

平安清理

确保每一件拖欠工资案件有效化解。在
监察中发现或收到欠薪投诉后，
第一时间
通知行业主管部门，
及时研判，
限时处理，
及时解决不了的要求相关部门联合调查
解决，
切实做到早发现、
早预防、
早协调、
早处置，
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为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能，
乐都区一方面对下达责令整改后仍拒
不支付或恶意欠薪的用人单位与个人
及时移交公安部门查处，从严从重打击
拖欠工资行为。2018 年，全区对下达责
令整改后仍不支付劳动报酬的 3 家用人
单位移交司法部门立案查处后，震摄作
用明显，欠薪现象减少。另一方面，对
没有足额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施

工企业，坚决不予下达开工通知书；对
已开工建设且没有足额缴纳保证金的
施工企业，由相关部门下达停工通知
书，并责令其停工整改，待足额上缴后
方可开工。截至目前，收缴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 4244.75 万元。
此外，积极落实建设领域农民工工
资支付信用监管措施，凡未履行农民工
工资支付职责、造成 5 人以上农民工集
体上访 2 次以上（含 2 次）的施工企业，
一经查实，将其记入不良信用档案，列
入“黑名单”予以通报批评，对屡次出现
拖欠行为的施工企业，在媒体上公开曝
光并停止在乐都建设市场的活动，情节
恶劣的将清理出乐都建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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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污染：
PM10
建议采取措施：异常敏感
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对健康的影响：空气质量
可接受，但某些污染物对极少
数敏感人群有较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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