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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华区“吐槽窗口”查堵补缺
海口龙华区政务中心设置意见簿，收集办事“堵点”接诉即办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8 月 20 日讯（记者 党朝峰 通讯员 刘伟
李滢 文/图）“有办事群众在意见簿上反
映大厅空调不够凉，我们明天开始每天
安排工作人员提前到大厅，按照节能减
排的规定调试好温度。
”海口市龙华区政
务中心认真吸收群众、企业的意见建
议，及时查堵补缺，逐步改进大厅整体
服务质量。龙华区政务大厅通过“意见
簿”、“吐槽专窗”等方式，收集群众办
事的“痛点”和“堵点”
，排查整改，化
解群众办不成事的“重点”和“难点”
。
据了解，自 7 月 26 日搬迁到海口复
兴城 B 座正式投入使用以来，海口市龙
华区新政务大厅的意见簿在 20 多天内，
就收到群众留言 100 多条，一笔一划记
录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感受，他们普遍
表示办事人员办事热情、亲切、耐心。

“咨询人数太多，排队等待时间比较
长。
”市民王女士在龙华区政务大厅“吐
槽专窗”反映。龙华区政务中心立即调
整人员安排，增设咨询人员。
市民陈女士反映称：“大厅空调有
风，但是还是感觉有点热，希望来办事
前就能调试好空调。
”对此，龙华区政务
中心立即每天安排工作人员轮班，提前
到大厅开启空调调控温度。同时，针对
市民陈女士提出的“自助电脑无法直接
连接打印机”的问题，政务中心将大厅
两台自助电脑连接打印机，迅速实现自
助打印功能……
龙华区政务大厅在提升硬件配套设
施同时，不断提升窗口人员的业务水平
和服务质量，定期开展窗口人员礼仪培
训；建立窗口组长负责制，规划工作人
员岗位，发挥骨干辐射作用，以“老带

新”方式避免专职人员上任初期业务熟
练程度不够，事件处理经验不足的问
题；新增分类排队叫号系统和咨询窗
口，分流办事群众和企业，减少等待时
长。全面推行限时办结、一次告知、责
任追究和政务公开、服务承诺、首问负
责等制度，健全完善了“工作围着窗口
转、窗口围着群众转”的良性服务机制。
据悉，龙华区在政务服务做“加
法”的同时，在审批环节上努力做“减
法”
：实行“容缺受理”
“告知承诺”
，让
企业和群众最多跑一次、提交一次材
料。目前，该大厅已实现房屋租赁登记
备案等 70 个事项“秒批”服务，精减率
达 90%以上。重塑审批流程，进一步精
简材料、压缩时限，累计共压缩各类服
务事项时限 1445 天，材料 482 份，环节
906 个，减少约 10 万次的群众跑腿。

海口龙华区政务中心开设“吐槽窗口”

想亲身为海口查堵点，提升营商环境做贡献？机会来了

海口公开选聘第二批营商环境体验员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8 月 20 日讯（记者 王子遥）记者从海口
市发改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拓宽营商环
境问题监督渠道，海口市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专班办公室日前面向社会公开选聘
若干名营商环境体验员，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0 日—2021 年 8 月 25 日。
据了解，营商环境体验员主要从真
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及社会
热心人士中产生，体验员需具备较高的

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关心支持海口市
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密切联系市场主
体，善于发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
按照流程，营商环境体验员按照以
下程序选聘：根据某个专项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需要，机动选聘有真实办理事项
需求的市场主体为营商环境体验员，发
放临时“牌照”
，完成专项任务后，收回
“牌照”。聘期按照“牌照”随事而走原
则，选聘的体验员不设固定任期，随任

务结束后自然终止。体验员可重复聘任。
据介绍，体验员的主要任务是评价
海口市的营商环境工作，包括围绕海口
市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的具体指标开展
专项体验，重点关注体验事项的办理流
程、材料清单及各单位的工作机制等深
层次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参加
营商环境建设相关的座谈、调研、评估
等工作，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言献策等。
专项体验包括“实境式”体验、“暗访

式”体验、“深入式”体验等，采取不打
招呼、不发通知、不确定人员、不明确
单位的方式，以真实办事需求随机开
展，用真实体验来发现办事过程中的难
点、堵点及痛点，促进服务提升。
符合条件的个人，可在海口市发改
委官网下载 《海口市营商环境体验员报
名表》 填写并发送至海口市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专班办公室指定邮箱 （hkyshj@
163.com），咨询电话:0898-68619184。

小窗口解决大问题

万宁行政审批服务局设立“未办成事”反映窗口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8 月 20 日讯（记者 张野 通讯员 朱乃飞
蔡亲显）为解决群众办事难点堵点问题，
万宁行政审批服务局设立“未办成事”
反映窗口，畅通投诉渠道，帮助企业群
众把事办成。
8 月 17 日下午，记者走进万宁行政
审批服务大厅，发现“未办成事”标识

牌摆在咨询台上。
“未办成事”反映窗口
是针对群众在办事中遇到的急事、难事
和办不成的事设置的反映渠道。
“如果有群众前来‘未办成事’窗口
反映事情，第一我们会做好登记情况，
并反馈给行政效能室，最后会在 24 小时
内答复。
”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未办
成事”反映窗口工作人员陈裔艳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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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众能够真真正正把事情办好，把政
策更好的落实，让他们不用为了办事来
回跑。
”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袁
帅介绍。
袁帅告诉记者，万宁行政审批服务
局还设立了通关室和通关圆桌，由行政
审批服务局分管领导直接进行企业群众
办事对接，进一步倒逼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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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海融媒”

未办成事登记簿里面，会记录办理事
项、事由、处理人员等有关具体情况，
对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会现场引导解决。
“该窗口是我局在 6 月份开始设立
的，我们还设立了一个线上的二维码，
以保证群众和企业办事不成的时候有个
就近反映途径，可以通过这边登记，然
后我们工作人员实时跟踪处理，使企业

欢迎入驻新海南客户端“海南号”
·免费共享海南省融媒体中心传播大平台

“琼海融媒”
正式入驻新海南客户端
“海南号”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8
月 20 日讯（记者 苏桂除）近日，琼海市融
媒体中心正式入驻新海南客户端“海南
号”。未来，全国各地广大网友可通过新
海南客户端“海南号”中的“琼海融媒”
栏目，及时了解掌握琼海市融媒体中心权
威发布的有关琼海方方面面的动态资讯。
琼海市融媒体中心由琼海市委宣传部
主管，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整合琼海市新
闻中心、市广播电视台的机构人员，挂牌

成立琼海市融媒体中心，实现媒体深度融
合与升级，开启媒体融合发展新篇章。
成立以来，琼海市融媒体中心在各级
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抢抓机遇、深耕本
土，提供权威、快捷、全面的琼海新闻和
资讯，推动县级媒体资源融合，以“琼海
发布”客户端为第一传播平台，广播、电
视、报纸、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
传统+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第一时间传
递权威信息的全媒体传播矩阵。

琼海市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发布组文字
主管王英曦介绍，该中心先后开设了“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逐浪先行自贸
港”“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等 80 个
专题,通过抖音、直播、H5 等轻松的宣传
方式为琼海发展鼓与呼。截至目前，“琼
海发布”客户端年均发稿量 10503 条，累
计阅读量超 1.3 亿人次；“琼海市融媒体中
心”“琼海发布”2 个抖音号用户量 13.2
万，总阅读量超 2 亿人次。

热带低压或生成
东南地区局地暴雨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 8 月 20 日讯（记
者 姚皓 通讯员 刘爽 李凡 吴
春娃）20 日，省气象台发布 21
日～27 日天气情况。下周前
期海南岛西北半部有 35℃以
上的高温天气，后期全岛有
阵性降水，27 日前后在南海
中南部海面活动的热带云团
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
21 日～24 日，陆地西北
半 部 地 区 最 高 气 温 35～
37℃。25 日～27 日，海南岛
东南半部有中到大雨、局地
暴雨，其余有阵雨或雷阵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