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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吕梦琦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内，
109 枚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红色公章整齐
地躺在半米见方的玻璃柜内。作为简政放权
的象征，2014 年 9 月，在李克强总理的见证
下，它们被永久地封存起来。

从 2013 年本届政府召开首次常务会
议以来，简政放权连续 5 年成为国务院常
务会议的“当头炮”。5 年中，一批批权力事
项被简化、取消，各地封存的“专用章”“公
章”数以万计。这些被封存的印章，“镌刻”
着简政放权的历程，是透视简政放权最直
观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记者深入基
层，聆听一个个充满“获得感”的简政放权
故事。

少盖 1 个章，免受“拉一车档

案跑退休”之苦

【如今，李忠红再也不用雇车雇

人，拉着一车档案到处跑。史宏所在的

养老保险处，也不再审核正常退休人

员的档案。“我们现在有更多时间研究

政策，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企业。”】

在人们的印象中，退休是再简单不过
的事情了。到了年龄，填张表格，就可以回
家领退休金了。但就在 1 年前，同煤集团社
保处的李忠红还在为这件事犯愁。在他看
来，外人眼中最简单的事是他干过最麻烦
的事。

“以前职工退休要审档案，审核通过，盖
上章，社保中心才给计算退休金是多少。”李
忠红说，别看就多盖这一个章，对他们这样的
集团，真是个大工程。

同煤集团是山西省属企业，拥有 20 万职
工，平均每年近 4000 人要办退休。每年李忠
红要先把这近 4000 份档案挑出来，再跑近
300 公里，到山西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盖章。
“跑职工退休的就我们两个人，最头疼审核档
案。”

李忠红记得，他办得最多的一次是在
2013 年。1000 多份职工档案，涉及十几座煤
矿的职工，每一份都厚厚一摞，装了满满一辆
面包车。因为要倒腾好几次，李忠红还专门雇
了个人帮忙。

“看管这些档案也不轻松，每个矿都要派
两个人跟着，我们一共 20 多人，在太原住了
7 天，审完一摞，我们收一摞，生怕弄丢弄乱
了。”李忠红说，这样一年要办好几批，最急的
是职工，人已经退休了，但要领到退休金，得
等半年以上。

办事人发愁，审核员也不轻松。山西省人
社厅养老保险处一共 9 个人，负责审核 600
多家单位的退休职工档案，1 年近 2 万人退
休，每个月都有企业来办理。

该处处长史宏回忆说，小单位办事员背
着大包小包，拖着箱子就来了，但像同煤这样
的大集团经常一整车拉过来，直接开到院子
里，接下来几天，我们其他什么也不用干了。
“每个人每天要审核近 200 份档案，没问题的
盖个章，有问题的告诉企业怎么完善，真是核
档核得眼花，盖章盖到手软，有的人年纪轻轻
就得了颈椎病。”

变化始于去年。山西省人社厅进一步落
实简政放权，规范公章使用，将全厅的 90 枚
印章封存了 44 枚。办事流程能减则减，能进
大厅的全部整合到审批处，整建制进驻，1 枚
印章管到底。

养老保险处工作人员变被动审核为主动
服务，提前 3 个月把即将退休人员的名单发
给企业，企业提前完善公示，职工签字确认之
后，社保经办机构直接计算退休金。

简政放权以来，国务院大力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砍掉各类奇葩证明，最大限度缩
减办事程序，让办事群众最多只跑一次腿，甚
至不跑腿。李忠红深刻感受到了由此带来的
便利。

如今，李忠红再也不用雇车雇人，拉着一
车档案到处跑。史宏所在的养老保险处，也不
再审核正常退休人员的档案。“我们现在有更
多时间研究政策，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企业。”
史宏说。

1 年封存 117 枚印章，政务

大厅从“咨询台”变成“审批楼”

【大楼 15 层还设有休息大厅，有

茶桌、放映厅等休闲设施。办事群众中

午可以在地下一层餐厅吃饭，然后在

这里休息，不用来回奔波。】

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定阳路和广安街
的十字路口，坐落着一座 15 层、建筑面积
18000 平方米的高楼，看上去格外宏伟气派。
这就是晋中市政务大厅，又被当地群众称为
“审批楼”。

去年底，晋中市将进入大厅的市本级
348 项行政许可服务事项，精简为 231 项，
实行集中并联审批，百姓再也不用跑来跑
去。

走到这一步，晋中市政务大厅已“进化
了”15 年。这得益于简政放权带来的“流程再
造”，也源于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

今年 57 岁的王丰田，从 2002 年政务大
厅设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在这里上班。说起简
政放权带来的变化，没有人比他更有发言权。

“2002 年时还叫审批服务大厅，只有 32
个窗口，设在一家银行的一楼，挂着‘审批’两
个字，其实什么也审批不了。”

在王丰田的记忆里，当时的审批服务大

厅基本上全是咨询窗口，人员基本都是各单
位的“边缘人”，有的单位则雇临时工派到这
里，连咨询也回答不了。

“那时候，审批权都在各个局的局长、科
长手里攥着，大厅里整天冷冷清清，没几个人
来。”王丰田说。

2004 年，审批大厅有了点“小权力”。工
商的企业注册登记、公安的刻章和质检的组
织机构代码整合在一块，成立了工商分厅。审
批服务大厅也搬到了晋中市工商局大楼一
层，其他还是老样子。

2007 年，审批服务大厅正式更名为政务
大厅。2008 年，大厅搬到了晋中市财政局大
楼的一层和二层，窗口增加到了 47 个。王丰
田说，这时候工商、卫生、交通运管、质检等部
门的一些事可以办了，但发改的立项审批、规
划的“一书两证”、环保的环评等“硬权力”就
是进不来。

“这些审批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谁也不
愿松手，但不公开运行必然滋生腐败。”王丰
田举例说，划拨用地一分钱不用花，但要是再
出让就可以分为招拍挂和协议出让，这种灵
活掌握差别巨大，招拍挂是市场竞价，协议出
让只需市场价的 25% 和 4% 的契税，前几年
很多官员倒在土地审批上，与这项权力内部
运行直接有关。

2016 年 10 月 18 日，晋中市政务大厅终
于彻底“变身”，将办事地点从财政局搬迁到
现在这座 15 层的大楼。审批服务事项增加到
了 348 项，实行并联审批，部门窗口增加到

82 个，每项权力都有了严格的运行图。
为了进一步减少办事环节，晋中市随后

将这 348 项行政许可服务事项精简为 231
项，并将减下来的 117 枚印章彻底封存。

记者逐层走访发现，不仅王丰田说的“硬
权力”都进来了，就连政府采购和公共资源招
投标也都在这里。大楼 15 层是休息大厅，有
茶桌、放映厅等休闲设施。办事群众中午可以
在地下一层餐厅吃饭，然后在这里休息，不用
来回奔波。

“简政放权对权力运行的再造，让全市的
投资项目审批周期由原来平均 320 个工作
日，减少到现在 53 个工作日，大大释放了活
力。”回想 15 年的发展历程，王丰田感慨良多。

一座政务大厅，1 年封存 117 枚印章，背
后折射出的是简政放权在基层持续发力，以
及“放管服”在基层的新形象。

2 0 1 6 年，晋中市重点项目投资达到
3406 . 8 亿元，因“落实有关政策措施成效较
明显”，被国务院列为 2016 年全国 20 个免督
查市(州)第 1 位，并享受转移支付奖励、发行
企业债券减审等政策优惠。

4 . 4 米“审批图”瘦身，挥别

人在“证”途

【“过去审批要等两三年”，而现在，

从最初上报到开工建设的主要环节，

这家企业一共办了 18 个证，历经经

信、发改、国土、住建、环保等 11 个部

门、20 多道关键审批，用时不到半年。】

“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这是
简政放权以前很多企业人员对跑审批的描
述，堪称“人在证途”。而“门难进、脸难看、事
难办”，更让“证途”变成了“囧途”。

4 年前，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公布了
一张长达 4 . 4 米的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
展示企业投资建设一个项目的艰难。经历 20
个委、办、局，53 个处、室、中心、站，100 个审
批环节，盖 108 个章，缴纳 36 项行政收费，最
快也要 799 个审批工作日。

如今，再走进企业细细梳理，曾经的审批
“万里长征图”越来越“短”。

在吉利山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总装
车间里，各种机器人、机械手臂上下翻飞，为
车体进行焊接、喷涂和安装各种部件。这是山
西省首家轿车整车生产企业，一期投资 26 . 8
亿元，规划年产 10 万台整车和发动机。

从最初上报到开工建设的主要环节，这
家企业一共办了 18 个证，历经经信、发改、国
土、住建、环保等 11 个部门、20 多道关键审
批，用时不到半年。

“过去审批要等两三年，车企很难承受，
因为四五年一换代，新车型拖上 3 年，基本上
是通过审批就要淘汰，不但错失市场机遇，研
发费用也打了水漂。”吉利山西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高震说，我们厂 1
天不生产，就得损失 200 多万元成本，缩短审
批对我们就是生产力”。

2015 年，中央在山西、天津、河北等省市
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山西省随之
将立项、规划、建设、环保等从立项到验收的
审批流程，全部集中到政务大厅限时结办。一
枚印章管审批、政府代办成为“标配”，大大降
低了企业成本。

如今，吉利山西新能源汽车已经批量生
产。去年，节能评估由项目申报的前置环节改
为后置环节，电动汽车整车生产审批权下放
到山西省发改委，新车申报工信部 1 个月就
发布产品公告，顺利投产。所有这些，都是简
政放权给这家车企带来的“获得感”。

“以前企业等不及，就想各种变通，先上
车后买票，现在审批不断提速，我们终于可以
先买票后上车了。”高震说。

而在曹志伟公布 4 . 4 米行政审批“万里
长征图”的广州开发区，相比 4 年前，企业投
资建设项目的必经流程基本未变。但通过流
程再造，如今企业从立项到验收的主流程审
批，最快只需要 30 个工作日。

2013 年以来，国务院分九批次取消下放
618 项审批权，其中取消 491 项、下放 127
项。从过去“跑断腿”到如今“加速度”，以封存
印章为标志，简政放权正释放出巨大的市场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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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存印章：来自基层“简政放权”的故事

又到鄄城，记者决定再去看看那位母亲，
只因为她那句“10 多年不知肉味了”。

她叫高秀英，是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古
泉街道常庄村的一名贫困母亲。

记者一年前采访她时，生活的艰辛和无
奈，都写在她暗红而粗糙的脸上。她和儿子
10 多年不知肉味了，“100 块的钱，从来没敢
一次花完过。”

高秀英的丈夫 17 年前去世，现年 35 岁
的儿子小时候患过脑炎，留下了后遗症，至今
生活不能自理。家里仅有的 2 亩地，是他们娘
俩多年来除了低保之外几乎全部的生活依
靠：“不管咋种，一年最多挣 2000 块钱”。

在去看望高秀英的路上，街道干部告诉
我们，最近一年，高秀英一直在村里的扶贫车
间打工。自 2015 年以来，菏泽市在贫困人口
相对集中的村庄建车间，以优惠政策吸引劳
动密集型企业进驻，吸纳当地贫困户在家门
口就业。

在常庄村扶贫车间里，30 多人紧张地忙

碌着。我努力寻找记忆中那张暗红而粗糙的
脸，却一直没有找到。大概是猜到了我正在找
她，高秀英从第二排中间偏左的一个座位上
站了起来，主动走上前来招呼我，并一把握住
了我的手。

时隔一年，高秀英变了：脸型胖了，面色
亮了，眼睛里也有了光彩。

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这次采访也顺畅
多了。以前采访她，问一句，常常回答一两个
字。而这一次，几乎不用我们问，她主动说起
了这一年来的变化。

这一年，她在扶贫车间编过藤椅，撕过头
发，有啥活儿干啥活儿，能干啥活干啥活儿，
能干挣钱多的，不干挣钱少的。一年下来，地
没耽误种，平均下来，每月能挣八九百元。

她信心满满地说，只要车间在，她要一直
干下去。打工挣钱，再加上低保和种地的收
入，母子俩也能脱贫。

告别高秀英，我们继续在菏泽乡村走访。

有意思的是，在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张庄村

的扶贫车间里，我们又一次“看走了眼”。

年轻的赵永丽穿着得体，一头淡红色的
头发十分鲜亮，言谈举止间尽显大方开朗。深
入了解，我们才知道，她就是这个车间里最困
难的贫困户。

弟弟 3 年前车祸去世、弟媳妇改嫁，赵永
丽除了抚养自己两个上学的孩子，弟弟 5 岁
的孩子也随了她，再加上婆家两个老人、娘家
4 个老人———“上有六老，下有三小”，家庭负
担“千钧之重”。

赵永丽说，有一年过年都不敢出门，邻居
们喜气洋洋地准备着年货，她害怕孩子问别
人家都买菜买肉，为啥自家就没有？

自己不出门，债主却上门了，想要回她
给老人看病欠下的 400 元钱。赵永丽狠狠
心，找人借了 500 元，还掉 400 元后，用剩
下的 100 元，全家人吃了一顿素馅饺子。赵
永丽说，吃在嘴里苦在心里，边想边哭了一
夜。

“孩子老人需要照顾，没法出去打工。”她

说，这八九年来，丈夫还能在周边建筑队打打
零工，而自己啥事也干不了。“我知道自己还
年轻，不能这样混日子，可又实在没办法。所
以经常跟老公拌嘴，其实就是心烦，看不着希
望。”

2016 年，张庄村扶贫车间建起来后，赵
永丽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接着就到车间上
班，每月能挣上千元。随着教育、医疗等多种
扶贫政策的落地，赵永丽的家庭负担也在逐
步减轻。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觉得，赵永丽一家
要脱贫，还是难。

赵永丽却一脸乐观。她说，以前没活干的
时候，那才叫难。现在可以在家门口打工，只
要有活干，就有希望！

一路寻找，意外不断，欣喜连连：这些从
精神上已经脱贫的人们，想必在经济上告别
贫穷，也不会太久远了。

(记者邓卫华、娄辰)
新华社济南 5 月 17 日电

只要有活干，就有希望
■记者手记·脱贫路上

▲山西省人社厅封存的印
章。

 4 月 19 日上午，47 岁的
赵卫国在晋中市政务大厅领到了
新公司的营业执照。从网上注册、
补充材料到最终申领成功，仅花
了 3 天时间。

本报记者吕梦琦摄

新华社郑州 5 月 18 日电(记者
孙志平、李亚楠)今年第 35 届洛阳
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市共接待游
客 2 4 9 3 . 9 6 万人次，同比增长
6 . 11%；旅游总收入 223 . 5 亿元，同
比增长 13 . 06%。

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旅
游收入增长率是旅游人数增长率的
两倍还多，说明来洛阳旅游的游客
更愿意花钱了。

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王
晓辉说，“财气”走势高于“人气”走
势，背后是近年来洛阳市主动适应
旅游消费升级需要，积极从旅游生
产端和产品供给侧发力，着力推动
洛阳从低端的“赏花游”“观光游”
“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市
推出了旅游年票不受限、部分公园
不收费、社会车辆不禁行、餐饮住宿
控涨幅四项惠民举措，受到游客广
泛好评。调查显示，游客对洛阳的旅
游满意度达 92 . 68%。

“实施惠民政策就是要倒逼全
市旅游景区、牡丹观赏园等从供给
侧创新发展思路，开发旅游新产品，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推动洛阳旅游
业从门票经济向全域旅游转变。”洛
阳市委书记李亚说。

减门票还得增供给才能留住游客。今年 4 月 10 日投入
运营的洛阳文峰塔非遗产业园，开园首日就接待游客将近
4 万人，远超预计 7500 人次的接待量。由于游客持续超过
园区容量，开园 5 天之后，产业园不得不闭园数日对安全、
服务设施等进行提升，目前，产业园每天的游客量稳定在 2
万人左右。

该产业园总经理陈朝峰说，产业园受欢迎的关键就在
于摈弃了“门票经济”，他们在全国首创“征信+大数据”的旅
游管理模式，对刷身份证入园的游客通过大数据平台快速
确认其个人征信情况，对符合标准的游客实行先消费后付
款，并且对入园商户采取联营形式，不收取租金，孵化商户
成长。

河南科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延军认为，充
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依托现有旅游资源的同
时，创新旅游业态、产品，拓展旅游消费领域，培育“旅游+”
等新产品，是洛阳旅游业提质转型的关键。

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全程免费 wifi、全程语音导游，微
信购票扫码入园省去排队之苦，重要景点都有 3D 全景展
示……古老的龙门石窟通过引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已
经成为国内智慧景区的典型代表。

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管委会主任于迎说：“有了
云计算和大数据的龙门石窟，可以根据游客来源、消费习
惯、个人爱好等，个性化地推荐学习书法游、少年科普游、亲
子游、自然山水游，‘活’起来的龙门正逐步实现游客从‘观光’
到‘体验’的转变。”

“下一步，洛阳将在持续提升历史文化游、山水游、生态
游、全域游产品的同时，发展体育旅游产品、康体旅游产品、
文化旅游产品，打造更多旅游新业态，让洛阳旅游实现由
‘量’到‘质’的根本转变。”王晓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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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举办“白舍凝玉”展

▲ 5 月 18 日，市民在参观“白舍凝玉”南丰白舍窑文物
精品展。当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白舍凝玉”南丰白舍窑文物
精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在江西抚州博物馆启动。精品展为期
四个月，展出 190 余件藏品，4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
讨会。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近日，2017 霞客行古道越野黄金联赛鸣响首枪。800
名越野精英自浙江宁海西门出发，沿着 400 余年前游圣徐
霞客足迹，一路疾行。“穿越霞客古道，共谱世遗华章”，此次
赛事活动直指“世遗”，引人瞩目。

据介绍，2014 年 11 月，徐霞客游线标志地认证正式启
动，专家团队对 400 余年前徐霞客所经过的至少 19 个省份
代表地进行考察认证，形成一条清晰、有代表性的徐霞客游
线，正式申遗。专家认为，徐霞客游线申遗，对挖掘和保护徐
霞客游线文化遗存意义重大，不仅能对保护和修复徐霞客
游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更能加强徐霞客游线的区域合作，
有效整合旅游资源，形成一条完整的徐霞客游线产业链，带
动沿线节点城市旅游经济大融合、共发展。 (刘嵘)

追随 400 年前游圣足迹

霞客行古道越野赛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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