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首本证”会跟随他一

生，那就是身份信息类证件，如出生证、居民身份

证、户口本等。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另外“两本

证”也日益普及——驾驶证和出入境证件。说起来，

这“三本证”都是公安机关颁发的。

新时代，公安改革进入快车道，提高服务质量是其

中的重要一环。去年以来，我市公安机关以“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为目标，在推进简政放权的同时，打破

“信息孤岛”，推出的18项便民利民举措获得了广大群众

的认可。截至目前，“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到97.9%。

去公安部门办事原来这么简单，以后还会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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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

宁波公安“最多跑一次”改革
目前遇到的瓶颈仍有不少，主要集
中在几个方面。

“部门之间数据不能共享，信
息滞后拖了‘最多跑一次’的后
腿。”市公安局“最多跑一次”专
班负责人说。除此以外，还有一个
问题就是“数据信息在部门之间的
共认未能实现”。第三个难题是：
通过网络办事，不少群众一时间接
受不了，导致网络办理量上不去。
同时，根据对“最多跑一次”改革
的调查回访，群众最为担忧的是网
上办事可能出现信息泄露。

“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突破，
今后大数据建设肯定是‘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重点之一。”市公安局
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全市公安
机关将继续着眼人民群众新期盼，
大力推动审批服务便民化，深化推
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
次办”。

同时，将陆续推出新一轮的便
民利民惠民措施。比如，推出“阿
拉警察”APP3.0 版，增加网上办
理事项，开发报警视频上传功能，
新增情景式警营体验模块等；扩大
证照电子化应用范围，推动政府行
政服务窗口大面积落地应用。

还有一堆新政也跟“三本证”
有关：居民户口本“户主变更”等
7个户口登记项目变更业务将能网
上办；赴台定居注销户口将能实现

“零跑腿”；全面推行出入境预约办
证精准服务；推进出入境 24 小时
自助区建设；交管“警医邮”服务模
式将全面推广，8月底前，“警医邮”
网点将从目前的18个增至40个，年
底前增至 100 个；非重点机动车将
能实现跨省异地车检；小型汽车驾
驶证将能实现省内异地申领；交通
事故网上定损理赔和事故纠纷网上
数据将能实现一体化处理；交通事
故处理将实现“警保联动”等。

大数据建设成改革突破点
下一轮惠民新政即将推出

见证公安服务改革加速度见证公安服务改革加速度

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民警正在审验相关证件和材料。
（王晓峰 摄）

本报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孙 波 冯罗鑫

日前，一位户籍在海曙的胡女
士急急忙忙赶到慈溪市公安局城区
户证中心咨询。原来，她的身份证
丢了，第二天又有急事要办，少了
身份证件可不行。来之前，她还特
意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按照原来的
规定，想要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
需要赶回原籍，一来一去耗费的时
间可不少。所幸，根据 8 月 1 日推
出的新政，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不
用来回跑了。工作人员接待了胡女
士，仅十几分钟时间，胡女士就顺
利完成了身份证补办快递业务，同
时领取了临时居民身份证。

“我市已于8月1日起在全省率
先推出临时居民身份证‘全城通
办’业务。”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本地户籍的申请人身份
证到期或遗失，可以到全市范围内
的公安户籍窗口，申请居民身份证
换领、补领以及临时居民身份证的
办理，立等可取。

这类“全省率先推出”的便民
举措还有不少。最近，奉化公安分
局又有了新动作。

8 月 1 日 ， 全 省 首 张 “ 零 跑
腿”居住证送到申请人陈女士手
中。陈女士是新奉化人，在竹园路

上开店。7月26日，她得知奉化公
安推出了便民新举措——可以通过
网上自助申报的方式申领浙江省居
住证。“居住证的作用正在进一步
强化，办理出入境证件，换领、补
领居民身份证，还有入学、工作等
方面都需要。”陈女士认为做一张
居住证很有必要，于是通过奉化公
安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申请。后台
民警在接到她的申报材料后，对其
身份进行验证，确认无误后就进入
了制证环节……

“以前，在本地‘合法稳定就
业’的流动人口申领居住证，得先
去人社部门打印连续缴纳社保一年
以上的证明，再去派出所办证，需
要跑两个地方。现在通过网络就可
以办，然后坐等证件送上门，一次
也不用跑。”奉化公安分局相关负
责人说，去年他们在全省率先推出
居住登记 （注销）、出租房登记

“ 零 跑 腿 ”， 今 年 又 再 次 “ 领
跑”——居住证网上自助申报系统

（微信版） 已上线试运行。“目前我
们仍在试点，线上申领仅限于居住
证申领量较大的‘合法稳定就业’
类。下一步，我们将推进居住证网
上签注服务。”

便民举措接连推出
多项改革全省“领跑”

身份信息类证件、驾驶证以及
出入境证件，每一本都事关民生。
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我市公
安机关围绕这“三本证”，出台了
18 项便民利民服务举措，涉及户
籍、治安、车驾管、出入境、消防
等全部公安业务。要说这一波公安
服务改革的亮点，主要体现在“六
个办”：

首先是“一次办”。这波改革
累计精简 382个流程和环节、减掉
403 个申报材料、缩短办结时间
357天，较上级要求又精简材料 95
个、缩短时间 73 天，在全省率先
将两个交管事项负面清单转为“最
多跑一次”。

其次是“一窗办”。在改革
中，我市公安机关全力推进各类公
安业务在行政服务中心全进驻、全
覆盖，推行“无差别全科受理”模
式，群众“只进一扇门、只排一次
队、只到一个窗”就行。

第三是“一网办”。我市公安
机关以浙江政务服务网为门户，推
动公安业务审批管理系统与其数据
对接，除涉危涉敏涉爆涉枪事项
外，100％“一网办”。又推出全省
领先且具有宁波特色的移动超级服
务平台“阿拉警察”APP，共有行
政审批类、便民服务类、新闻资讯
类等 169 项服务功能“入驻”。特
别是其中的“证照电子化”应用，

进一扇门排一次队到一个窗
公安服务“18项”为民减负

18 项便民利民服务举措，件
件条条与民生相关，不少还成了
全省甚至全国的“样板”。2017
年，宁波公安在“最多跑一次”
中取得全省公安机关杭甬温一
类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我市
公安相关改革经验去年被全省
公安系统和全市专题会议推广
介绍；省公安厅治安、交警两
大警种在宁波召开现场会推广
经验；今年，公安部又在宁波召
开交警部门“放管服”工作现场
会……那么，在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中，宁波公安的底气究
竟来自哪里？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宁波公安一直坚持“科技强
警”战略，近年来又借助大数据
时代的“东风”，强力推进“云上
公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
而这些成果很快就体现在“最多
跑一次”改革当中。

宁波交警在这方面尝到了改
革的甜头，其业务改革已经领先
全国。有一定驾龄的司机都知
道，以前处理交通违法很麻烦，
要本人跑到交警窗口去处理。而
最令人纠结的是，原来的交警大
队周边停车位不足，常会出现

“进门处理了罚单，出门发现又被
贴”的窘况。但当“最多跑一
次”遇上“大数据”后，如今处
理途径多样化，除了通过“机器
办”外，手机端处理交通违法也
已成常态。

“良好的运行机制也在为‘最
多跑一次’助力。我们鼓励下面
的分局或者警种勇于创新，一旦
有好的经验做法，‘最多跑一次’
工作专班就会介入并进行全市推
介，大家共同进步。”市公安局

“最多跑一次”专班负责人说，去
年 6 月奉化公安推出的“二维码
门牌和出租房管理 APP”就是最
佳案例。奉化公安的这一便民新
举措“一炮而红”后，其他公安
分局立刻前往“取经”，并结合自
身实际推陈出新。而奉化公安则
反过来吸收其他公安分局的做
法，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创新之
举，前不久，他们在此基础上推
出了居住证申领“零跑腿”……

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让数据多“跑腿”，自然就能让群
众少跑腿，同时大大提高工作效
率。去年开始，市公安局将治
安、情报、人防、消防、交警等
内部警种数据汇集到该局所属的
科信局，推进内部数据互联互
通。同时，从外部着手，与人
社、住建、民政等部门合作，建
立信息共享制度，打破“信息孤
岛”。

以鄞州公安分局为例，打破
数据壁垒后，他们将获取的房
产、婚姻登记等 370 余万条最常
用的区级社会数据汇总到行政许
可科，由行政许可科在数据请求
服务上支撑各派出所，减少群众
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宁 波 公 安 服 务 改 革 还 有 一
个 特 点 ： 体 现 城 市 的 开 放 性 。
近年来我市群众的出入境办证
需求旺盛，为此，公安机关一方
面提供出入境周六办证服务、打
造出入境半小时办证圈、扩大出
入境急事急办范围等，方便群众
走出去；另一方面，在全省率先
缩 短 外 国 人 签 证 预 审 核 时 间 ，
减免外国人办理居留证件所需
提供的材料，吸引外国优秀人
才留下来。

公安服务改革“底气”
来自科技和机制创新

民警正在指导市民使用“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机”。 （王晓峰 摄）

能连接线上应用与线下场景，堪
称“一绝”。

第四是“一件办”，将跨部
门、跨警种的“一件事情”业务
流进行整合。这方面尤以交警部
门最为突出，其在全省率先实现
了地方、高速、铁路、机场所辖
道路非现场交通违法一窗式处
理；宁海公安会同相关部门，将
亲人死后全事项办理整合为“一
件事”，变“至少跑五次”为“一

次也不跑”，受到省领导“点赞”
并要求全省推广。

除此以外，还有“一证办”
和“一机办”，都帮群众解决了实
际难题。

“我们还创新完善了‘预约
办、容缺办、简化办、马上办、
就近办、异地办、全城通办、社
会办、移动办、创新办’等各项
服务举措。”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补充说。

去年以来，我市公安机关推出的18项便民利民服务举措，件件条条与民生相关，不少还成了全省甚至全国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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