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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上市，急需运输，可驾驶证却到了

期。不能开车，难道眼看着草莓烂在地里？

“咋办？”邓步红问了一圈，妹夫的一句

话带来了好消息：“现在可以异地换证了，你

试试。”

在云南省会泽县种草莓的老邓来自四

川，“原来的驾驶证是在资阳老家办的。”从

会泽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走出来，老邓

捧着崭新的驾驶证，喜上眉梢，“这可真是方

便了咱老百姓！”

去年 4 月以来，四川、云南、西藏、贵州、

重庆等西南五省份签署《协同推进西南五省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协议》，协同推进

户籍迁移、医保社保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跨省通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跨省办事犯难

群 众 异 地 间 来 回 跑 ，消
耗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走进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政务服务大厅，

操 着 一 口 重 庆 话 的 小 李 奔 向 户 籍 办 理 窗

口。“我想把户口迁过来，需要回重庆办吗？”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小李开了腔。

“不用！你把户口本等资料交过来就行

……”听到回答，小李很惊喜。过去，迁移户

籍需要返回原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

出。“我常年身在外地，一来一回地跑，既费

时间，开销也不少。”小李说。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以往的户籍政策，群众迁移户籍，需要先

到迁入地公安机关申领《准予迁入证明》，然

后再回迁出地申请迁移，最后回到迁入地办

理落户。实际上，除了户籍办理，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的医保社保、驾驶证申换领、住房

公积金等事项均存在许多跨省办理障碍。

去年，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民达乔，

因被诊断为胃癌伴腹腔广泛转移，没少发

愁。“一来愁病能不能看好，二来愁到内地看

病，医保能不能直接报销。”到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治病，手术费就要 8 万元，达乔一家急

得到处筹钱。

“像医保跨省直接结算这一类事项，都

是实打实的需求。”四川省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办公室副主任舒新

华说。因此前各地政府部门职能设置不同、

信息化水平不够，一些服务事项标准不一，

跨省办事存在许多障碍。通过前期调研，西

南五省份梳理出 1200 余项主事项、2000 余

项办理事项之间的因果关系，针对具体事项

探索施行“跨省通办”。

“去年 4 月，我们就梳理出了 148 项事

项，涉及户籍证明、电子监控违法处理、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等政务服务。”西藏自治

区政府副秘书长冉仕平介绍，五省份签署合

作协议，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从统一政务

服务标准、推进线上“一网通办”、推行线下

异地办理等方面开展具体合作。

建立协调机制

五省份无差别受理、同标
准办理、线上线下融合服务

去年 11 月，顺利办完出生入户手续的

小沈格外开心。“不用回重庆，孩子就可以上

户口，这也太方便了！”

小沈家住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原以为给

孩子办理出生入户手续，需要回户籍地重庆

办理。没想到，在成都公安一站式办证点的

川渝黔“跨省通办”专窗，手续很快就办好了。

“过去，五省份体制机制不同，服务标准

不一，怎么克服是个问题。”舒新华说，为此，

五省份首先要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

一方面，五省份对内分步推进实施。按

照“线上不足线下补”的思路，依托县级以上

政务服务大厅“跨省通办”窗口，开展线下

“收、寄、转、办”等工作，实现异地代收、代

办。另一方面，五省份还协商建设相关综合

支撑系统，逐步实现同一事项在西南五省份

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线上线下融合服

务，从而实现对外统一提供服务。

实 践 中 ，四 川 选 择 了 3 个 政 务 服 务 中

心，试点建设线下“跨省通办”窗口。“通过线

下试点窗口，来检验实际服务效能。”舒新华

介绍，四川还优化了“全程网办”模式，让老

百姓通过网上服务专区办事更快捷。

去年 8 月，西南五省份“跨省通办”服务

专区正式上线试运行。截至目前，涉及民

政、税务、交通等 17 个部门的 148 项高频政

务服务事项均已实现异地办理。“我们通过

省级机构签订协议，建立协调机制，然后梳

理出政务服务事项清单，逐项实现‘跨省通

办’。”冉仕平说。

优化服务流程

将推进线下试点大厅接
入西南五省份支撑系统

据统计，四川省内群众办理的“跨省通

办”事项中，交通类办件最多，其次为生育服

务类证件办理和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

算。“电子监控违法处理、交通违法缴纳罚款

等办件量都超过了 60 万件。”舒新华说。

对于达乔而言，去年出院时仅仅自付

9000 多元，其余费用均直接结算报销。“不

用一下子垫付那么多钱了，真是省心多了！”

达乔回忆，去年一家人正在着急之时，林芝

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西藏医保关系

在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后，可以直接在内

地结算。随后，达乔一家连忙在线办理了

备案。

如今，通过国家医保信息平台，西藏与

全国其他省份均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互联互通，各地市级及所有区县也全部实

现住院、门诊、购药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全覆

盖。仅仅在林芝市，已有超过 2700 人次办

理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完成直接结算业务

突破 1.7 万笔。

领到崭新的驾驶证，也让邓步红有了新

期待。“以后像户口迁移、换发驾驶证等事

项，都不用跨省跑来跑去了。”邓步红说。

“我们西南五地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

缘相亲、文化相近、经济相融，‘跨省通办’的

实施，有效打破了地域阻隔，满足了企业和

群众异地办事需求。”舒新华告诉记者，截至

目前，西南五省份政务事项“跨省通办”服务

已惠及超过 2 亿人。

下一步，五地将加快完善“线下代收代

办”模式，推进线下试点大厅接入西南五省

份支撑系统，优化群众办事服务流程，提高

服务效率。“未来，西南五省份还将从数据汇

聚、交换、共享等方面完成与国家平台的对

接。”冉仕平补充。

不用来回跑 办事更高效

西南五省份协同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本报记者 鲜 敢 王永战 叶传增

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江西省鹰潭市余江

区潢溪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江小梅的调

解工作还没有结束。

此前，潢溪镇万山村村民彭金兴、彭冬大

两家翻修院落，谁都不愿吃亏，各自向外延

伸，影响了进村道路建设，大伙儿意见不小。

眼看矛盾要升级，村里的“余江大嫂”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刘美凤和逄红花赶紧和村

干部一起，多次上门做双方思想工作，但没

有太大进展。无奈之下，她们向镇里的“365

矛盾纠纷调处室”求助。经调解，双方认识

到自身错误。随后，包村干部江小梅又组织

派出所民警、辖区法庭法官一起上门，讲法

律、摆道理、谈感情。最终，两家同意拆除栅

栏、修建道路。

这桩难题的解决，是余江区采取“三个

一”工作法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信访稳定的

一个缩影。今年 3 月，余江区全面整合社会

资源，形成了一套从及早发现到初步调处，

再到逐级提档的矛盾纠纷化解“三个一”（即

组建“一支志愿服务队伍”、搭建“一个 365 矛

盾纠纷调处平台”、建立“一项突出问题逐级

上交机制”）工作法。同时，余江区出台矛盾

纠纷五级提级化解和问责机制，进一步压实

各级工作责任。

截至目前，全区 125 支“余江大嫂”志愿

服务队拥有志愿者 1700 余名，42 个“365 矛

盾纠纷调处室”共调解矛盾纠纷 470余件。

江西鹰潭余江区探索矛盾纠纷化解“三个一”工作法

压实各级责任 排查化解纠纷
齐志明 饶圣荣

本报杭州 6月 30日电 （记者张璁）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

作会议 29 日在浙江杭州召开，对加快数字检察建设，以“数字革

命”驱动新时代法律监督提质增效，更好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

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会议指出，在检察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应用过程中，核心是大

数据的充分、深度运用。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法律监

督的深层次需求，把虽活跃但总体还沉睡着的各类数据唤醒，进而

实现关联分析、深度挖掘，为强化法律监督、深化能动履职、做实诉

源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线索、依据。

围绕把大数据运用充分融入检察履职全过程，会议强调，要充

分运用大数据推进法律监督、促进诉源治理、强化检务科学管理。

据介绍，目前检察机关实现了网络纵向贯通、应用横向联通，

但距离“大融合”还有不小差距，必须重点推进网络融合、平台融

合、数据融合、应用融合、监督模型融合，为大数据法律监督提供坚

实支撑。

最高检部署加快数字检察建设

本报北京 6月 30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

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整治“沙霸”“矿霸”等自然资源领域黑恶犯罪

专项行动以来，截至今年 5 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自然资

源领域黑恶案件 23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700 余人，破获相关案

件 3700 余起，有力维护了良好自然生态环境。

专项行动中，各地公安机关对于影响范围广、侦查难度大的

案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深挖打击了一批涉及自然资源领域的

黑恶犯罪团伙；同时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协作配合，深挖涉黑涉

恶案件中的“保护伞”线索；加强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等

部门协作配合，强化联合整治、源头整治、综合整治，有力推动了

行业治理。

公安机关深入打击自然资源领域黑恶犯罪

本报北京 6月 30日电 （记者刘博通）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 3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全军共

有 27 所院校在 31 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 1.5 万人，招生院校、

报考条件和选拔程序与去年一致。

谭克非介绍，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2022 年军校招

生着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聚焦部队备战打仗人才需求，

加大新域新质和紧缺急需专业招生数量，压减传统兵种专业招生

数量，进一步优化专业布局、招考方向和指技比例，同步推进招生

制度、军检方式和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从源头上选拔培养德才兼备

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军校招生全面落实阳光工程要

求，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严格按政策、按标准、按程序实施，主动接

受考生、家长及社会各方面的监督。

国防部：

今年全军27所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1.5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