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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网络理政平台试运行一月，6796件群众来信被受理

推诿扯皮、久拖不决、敷衍群众
下一步通过媒体曝光

上月中旬，市
民陈先生在乘坐
地铁时，车厢内一
条两分钟就要播
放一次的商业广
告“张柱金，你家
公鸡下蛋啦”让他
不堪其扰。回家
后，他以“广告内
容低俗没有内涵、
对广大乘客造成
噪声污染”为由，
愤而向成都市网
络理政平台投诉。

除了陈先生，
当时已有多位市
民给平台打电话
或是写信，希望撤
掉这则广告。广大
市民的诉求很快
引起市政府领导的
高度重视。1月18
日，市政府领导作
出批示，要求相关
部门“立即整改，
今后要举一反三，
管好车内环境”，
广告很快被停播。

“广告停播”
只是一个缩影。去
年12月30日,由市
委、市政府打造的
网络理政平台上
线试运行，1个月
来已解决不少民
生诉求。市政府政
务服务管理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今年1月
底，已受理群众来
信6796件，“特别
是在处理公共交
通、环境卫生、农
民工欠薪、雾霾舆
论引导等热点、难
点工作上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

“389382次！”这是昨晚6时许，
成都网络理政平台首页上实时显示
的浏览量。根据市政府政务服务管
理办公室的统计，自去年12月30日
平台试运行以来，截至今年1月底，
访问量还停留在175338人（次）。

在市政府信箱栏中，市政府各位
领导收到的来信件数，会实时显示在
名字后的括号中。市长罗强以2991条
总信件数量遥遥领先。市政府部门信
箱中，市公安局、市房管局和市教育
局的负责人收件数量位列前三甲。

“以前网上是有分割的，老百姓
要给区长写信，只能打开区上网站；
给房管局局长写信，只能打开房管
局官网，现在不一样，所有领导的信

箱都集中到这一张网上。”市政府政
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平台上已汇集市、区（市）
县、乡镇（街道）2659个领导网络信
箱于一体，“要写信给相关单位领
导，从这里就可以直达。”

平台还推出了网页版和APP移
动客户端，“在手机上就可写信”。市
民可根据自身诉求类型、区域，选择
相对应的领导信箱写信反映诉求，以
及实名查询政府、公共企事业单位、
公民个人等信息，相对应的领导可通
过理政版查看市民诉求和对市民诉求
进行直接回复办理。来信受理后，市民
可凭受理流水号和提取码查询、监督
本人来信办理情况。

“从创新角度分析，这是全市统一
的民生诉求受理平台。”在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成都市网络理政平
台将原先相对分散的市长公开电话、
市级部门热线电话、市长信箱、市级部
门信箱、区（市）县信箱、乡镇（街道）信
箱进行深度整合，统一纳入。同时，还
创新推出扁平化快速处理机制。在工
商、城管、食药监、旅游等系统率先推
行工单直派，市民紧急诉求可第一时
间直达一线管理部门办理。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以 前 12315、
12348、12369等市级部门的电话，也已
全部整合到市长公开电话12345。而在
完成81条市级非紧急救助类政务服务
热线12345“一号通”的基础上，平台还

推进“一网通”“一键通”建设，实现民
生诉求与部分中央、省驻蓉单位、企业
的“一网通”，与市级水、气、公交、地铁
等公共服务热线的“一键通”，构建起
市、区（市）县、乡镇（街道）和市级公共
服务单位、中央及省驻蓉公共服务机
构的“3+2”办理体系。

在社会监督上，平台还建立了“三
公开”和“回访”机制。“除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事项外，实时
将群众诉求内容、办理过程和办理结
果向社会公开。”还要对承办单位是否
联系群众、是否告知办理结果、回复内
容与办理结果是否一致、工作人员服
务态度等方面回访，“回访评价作为通
报考核承办单位的重要参考。”

根据最新统计，截至今年1月
底，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通过网络
信箱、微信、短信、APP移动客户端共
受理群众来信6796件。诉求内容看，
城市管理、城乡住房、交通管理、劳
动保障、环境保护诉求量较大。从诉
求办理效果看，回复办理率99.2%
（较平台试运行前提高0.2个百分
点），诉求解决率90.4%（较之前提高
0.6个百分点），群众满意率90.6%（较
之前提高0.9个百分点）。

如何从浩瀚的内容中分析最迫
切、最需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提到平
台的另一个亮点。“我们率先开展民

生诉求全方位大数据分析。”该负责
人介绍，在平台建设中，建立了全过
程自动实时归集民生诉求数据库，
依托大数据技术，对民生诉求数据
进行整理和挖掘，构建区（市）县、市
级部门办事效率模型，综合分析社
情民意趋势和特点。

从大数据中，还可系统梳理政
府治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
题，研究评判区域社会治理和社会
发展水平，科学评价区（市）县、市级
部门的行政效能，研究改进和创新
政府管理的方式方法，提升政府服
务发展、服务民生的水平和能力。

“下一步，我市还将重点抓好成
都市网络理政工作制度机制建设。”
市政府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建立民生诉求办理
评价制度、常见和突发问题回应解读
机制等五项措施，着力推动网络理政
步入制度化管理、常态化运行轨道。
关键词：第三方评价

将通过网络征集、基层推荐等
方式，邀请党委政府工作人员、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记者、基
层代表、网民代表等组成第三方评
价小组，对部门认为考核结果不合
理及诉求群众与承办单位“各执一
词”的问题进行客观评价。
关键词：回应解读

针对群众关注度较高的常见、
突发问题、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建
立网络理政平台收集整理、部门回
应解读、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同步推
送相结合的回应解读联动机制。同
时，将回应解读的信息进行分析归
类，纳入知识库，让接听人员准确
直接解答群众诉求。
关键词：协调会商

针对群众诉求中的热点、难点
问题，邀请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专
家团队等开展“真情面对面”活动，
寻求群众诉求与政府治理的“最大
公约数”。针对职能交叉及跨行政
区域的群众诉求，建立协调会商机
制，明确承办单位，难以确定承办
单位的，会同市委编办予以明确，
确实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会同市
委编办专题向市政府报告。
关键词：公开通报

建立公开通报制度，将各级各
部门来电、来信受理总量、承办量、已
办量以及群众对办理工作的评价情
况在网上实时公开，同时定期在市
级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通报
政府各部门、区（市）县群众诉求办理
情况，对推诿扯皮、久拖不决、敷衍群
众等行为，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关键词：综合预警

未来，还将建立民生诉求综合
预警机制。对一定时期内某行业、区
域内出现的民生诉求进行综合分析
预警，研判发展趋势，为政府决策提
供参考。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渠道 多▶ “市民手机上就可写信”

领域 广▶ 打电话可一号直通81个部门

数据▶大 分析最迫切、最需解决的问题

一步▶下
推进机制建设
对推诿扯皮、敷衍群众等行
为将进行曝光

节能环保“顶层设计”即将出炉
成都构建“一主三辅”绿色产业格局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一台设备，可以“取代”占地上千平米医院洁净室配液
中心，实现医院洁净室全部功能。更妙的是，工程产品化、模
块化的技术可以在工厂全部生产、组装完成，建造成本更
低，真正实现节能环保——这是四川川净洁净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的科研创新，如今借助绿色产业发展的东风，销量以
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

节能环保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产业“顶层设计”——《成都市“十三
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初稿已经完成，很快就将出炉。
记者获悉，到2020年，成都将建成中西部一流的国家级节
能环保产业基地，重点发展节能环保装备制造、资源综合利
用、节能环保服务业，构建“一主三辅”的产业布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
一次提到政府将全面推进“网络
理政”。网络平台开通短短一个
月，就受理了群众来信6796件，可
谓关注度高、社会效应好，得到了
群众的高度认可。

从过去的“网络问政”到“网
络理政”，虽仅一字之变，背后传
导的是政府官员对网民态度的转
变。“网络问政”的重点在“问”，
也就是说，网民先发招，政府被
动来接招。老百姓问什么，政府
部门就回答什么。而“网络理政”
的关键在“理”，体现的是各级政
府部门、领导干部的主动性，包
括要主动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掌
握民意、并有针对性地为民众答
疑解惑，要主动利用大数据等工
具分析民情。

网络理政并不深奥，实质就
是“互联网+社会治理”。如市政
府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举例所
说，有老百姓打电话来反映，他们
那个地方上幼儿园非常难。热线
收到后就转给区教育局，区教育
局说我们知道了，加强重视，以后
在规划中会考虑你的意见。这是
单纯的点对点问题，也是典型的

“网络问政”。而“网络理政”的要
求就远不止于此。在网络理政平
台下，会使用大数据进行分析，
类似的民生诉求究竟多不多，如
果说在一个区域内，同一段时间
内，比如在小区附近，有几百个
人、甚至几千个人打电话反映同
样的问题，那说明确实需要这样
一个幼儿园。

这一转变意义重大。过去政
府工作一个备受诟病的方面就在
于，在互联网已经高度发展的时
代，社会治理的方式却还停留在

“工业时代”甚至“农耕时代”。而
网络理政，带来了实质性的变革。
从工作层面而言，政府工作从“点
对点”向“点对面”转变，社情民意
通过互联网工具实现准确高效的
汇集，线上沟通实现信息的对称，
政府服务效能更高、城市治理更
精细。从执政理念而言，则标志着
政府官员真正顺应网络时代的群
众现实需求，找到与民意更好的
沟通方式。未雨绸缪、防“问”于未
然，带来的必然也是社会治理成
本的降低。 （辜波）

网络理政转变
意义重大

制图 王雪

成都节能环保产业基地 资料图片

纵观开局之年成都节能环保产
业发展，“路线”已逐步清晰。

2016年，金堂基地新签约引进
久远科技、北京林达等24个项目，计
划总投资154亿元；

2016年5月，“成都市节能环保
产业基地产品供需对接会”举行，12
对企业签订采购协议及战略合作协
议，交易金额约3300万元；

2016年6月，投资30亿元的成都
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动力电池
及高端3C电子用锂离子电池材料
产业化”一期项目竣工投产，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1.2亿元；

投资10亿元的中节能（成都）环
保生态产业有限公司“节能环保装
备项目”预计2018年全部建成营运。

蓬勃发展背后，是行业顶层设
计的高格局和企业服务的“接地
气”。

“我们希望为企业提供更细化
的服务。”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比如成都召开节能环保产业行
业沙龙，收集企业诉求及产业发展
建议，“一对一”跟踪落实解决。“输
血”服务上，成都为节能环保企业争
取国家、省、市财政资金，帮扶企业
做大做强，“其中，为金堂县巴莫科
技动力电池及高端3C电子用锂离
子电池材料产业化项目，争取国家
发改委专项建设基金8700万元；为
四川合力洁净空气净化装备制造产
业化等项目争取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705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我们将传统用工程模式完成的洁净室，变成了可移动、撤
卸安装简便的标准化产品，运行、使用费用不到工程模式下洁
净室的1/100”四川川净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崔静涛
告诉记者，科技创新加上产业机遇，目前公司销售额每年增长
30%以上。

2016年7月，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成为国内洁净室净化
产品挂牌第一股。

来自市经信委的数据，2016年1-12月，全市节能环保规模以上
企业313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93.7亿元，同比增长7.6%，实现利润
38亿元，同比增长9.3%。

未来，这个数据还将有更多提升。根据即将出炉的《成都市
“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成都将建成中西部
一流的国家级节能环保产业基地。构建“一主三辅”的产业布局，
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突出研发核心技术100项，引进国内外
高端企业150户，新增重点工程实验室和院士专家创新工作站等
20个，培育主营业务收入50亿-100亿元以上企业1-2户。

在即将出炉的顶层设计中，“一
主三辅”成为关键词。

何为“一主三辅”？“金堂为节能
环保装备制造业基地，成都高新区、
锦江区、成华区为服务业基地。”市经
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成都已经为“一主三辅”
产业格局做足准备。

在金堂基地，设立了30亿元的工
业产业发展基金和5000万元的项目
促建周转金。2013年，四川联合环保
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截至
2016年共实施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

项目12个。同样从2013年开始，金堂
连续成功举办4届“中国成都节能环
保产业博览会”，拉动节能环保投资
近270亿元。

在成都高新区基地，2016年新增
节能环保企业20余家，新增规上工业
企业5家；众多节能环保项目进展顺
利——总投资12亿元的市排水公司
第三、四、五、八污水处理厂提标扩能
技改项目竣工投产；总投资25亿元的
中电国际高新西区分布式能源项目
已通过省发改委核准审批，预计2017
年初正式开建；中节能成都国际节能

科技大厦已成功招引15家节能环保
企业入驻。

在锦江区基地，众多节能环保平台
已成型，包括锦江节能环保公共服务平
台、四川检测分析与科研创新公共服务
平台等，四川省环保产业协会、四川省
环保产业联盟等平台入驻该园区。

在成华区基地，成都市环亚特科
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餐厨废弃物
专用油水分离器，获得国家专利，并
实现产业化，并引进易特固新材料、
比亚迪新能源总部、成都源景绿能科
技有限公司等众多项目。

构建“一主三辅”产业格局
成都做了哪些准备？

借力绿色产业机遇
企业销售每年增长30%

产值1000亿如何实现？
从顶层设计到企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