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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16 家单位联合制定的《政务大厅服
务第三方评估通则》对外发布，标志
着我国政务大厅服务第三方评估有
了标准化的“尺子”。据此标准，第三
方评估平台“D3 方”历时 7 个月，对
除港澳台地区之外的省会城市、计划
单列市、直辖市等 36 个重点城市的
政务大厅进行了评估。如何科学评
价政务大厅服务？36个城市的政务
大厅表现如何？经济日报记者近日
采访了有关专家。

网厅水平区域差异明显

“我们选取每个城市人口规模前
三的地区随机抽样，通过设置‘开办
餐厅’这一情景主题，以 130 多项指
标对实体政务大厅和网上政务大厅
进行了全面评估。”“D3方”评估平台
总经理王慧萍介绍。

评估实体政务大厅的核心指标
包括办事指南、硬件环境、软性服务、
信息反馈等 4 项。评估网上政务大
厅的核心指标包括办事指南、技术支
撑、业务办理、互动交流等。

根据评估，从区域来看，实厅整
体服务水平差异不大，西北地区略低

（72.25 分）；网厅差异明显，华东领
先，东北明显落后（55.62 分）。从城
市来看，深圳在实厅方面服务领先，
成都、广州紧跟其后；杭州在网厅方
面排名第一，贵阳、宁波分别位列第
二、第三。

“评估显示，实厅办事指南得分
最高，公示的事项信息易获易懂，硬
件环境表现良好，基础设备配备到
位。”王慧萍说，但是信息反馈有待提
高。此外，实厅软性服务水平一般，
服务形象、行为举止不够规范。

此次评估调查显示，94.44%的
实厅存在工作人员行为不规范现象；
88.89%的实厅工作人员在服务过程
中出现类似“我不知道，你自己看”等
服 务 忌 语 ，降 低 了 群 众 满 意 度 ；
27.78%的大厅出现垃圾堆放情况，
66.67%的大厅出现台面杂乱情况；
50.00%的大厅出现人员不在岗但未
放置暂停服务标识情况；63.89%的
大厅出现工作人员上班期间出现玩
手机等与工作无关的情况。

对此，评估团队建议，应积极加
强政务大厅工作人员服务能力培训，
提升服务水平。此外，政务服务大厅
投诉渠道的设置比较单一，主要是意
见箱和投诉电话这类传统渠道，分别
占到了 97.22%和 86.11%。评估组
建议，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网络
投诉渠道的设置可进一步提升。

网厅的评估结果显示，技术支撑
得分最高（82.72 分），互动交流表现
较好（79.27分），办事指南表现一般，
业务办理得分最低（56.89分）。

在网厅方面，86.11%的网厅能

够做到直接从省级网站找到区级网
厅入口；2.78%的网厅需要从市级政
府网进入；11.11%的网厅只能从区
级政府网找到入口。网厅存在流程
不顺畅、操作不简易的问题。

“实厅和网厅的发展需要以群众
为中心，将公众评价引入政务服务评
价中来，建立长效评估机制。”王慧萍
建议。

评估有利于找差距补短板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
公开办公室 2017 年发布的《全国综
合性实体政务大厅普查报告》显示，
截至 2017 年 4 月，全国县级以上地
方政府共设立政务大厅 3058 个，覆
盖率 94.3%。江西、广西、四川、贵
州、云南、甘肃、宁夏7个省（区）已实
现省、市、县三级政务大厅全覆盖。

“当前全国各地加速开展政务服
务体系的建设和优化，但是作为政务
服务体系重要支撑的政务大厅的工
作开展得怎么样，是否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亟需开展相应的评价。”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此背景下，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上海聚零政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中国计量大学等
16 家单位起草制定了《政务大厅服
务第三方评估通则》标准。起草单位
包括 5 家第三方评估机构、2 家政府
机构、8家综合性政务大厅管理机构
和1家专业性政务大厅管理机构。

此次标准为政务大厅服务第三
方评估提供了整体解决方案。标准

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
评估原则、评估方法和评估程序。“标
准一方面为第三方评估提供规范性、
可操作性、适用性强的指标体系，有
助于政务大厅第三方评估结果的可
比性；另一方面以办事群众的视角发
现政务大厅服务改进方向，推动建设
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进而提升群
众获得感。”该负责人说。

加强创新优化政务服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
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
事项在网上办理，必须到现场办的也
要力争做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发布的《进
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
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
施方案》明确，到 2018 年底，“一网、
一门、一次”改革要初见成效。

基于评估标准进行的36个城市
政务大厅服务第三方评估，反映出当
前政务服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当
前，各地也在不断积极探索，通过不
同创新实践，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

比如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历时
4年，建成区、镇（街）、村（居）全覆盖
的政务服务体系，实现“一窗办多件
事、办事不用求人”的政务服务新模
式。改革前，禅城区政务服务存在群
众办事不够方便，比如多门、多窗跑，
收件标准不统一，资料重复填写提交
等问题。他们通过对外服务的标准
化，对内服务裁量准则的标准化以及
服务流程的标准化，实现办理过程全

留痕，减少权力审批弹性空间，杜绝
人情办事。

“通过系列改革措施，我们使办
事等候时间减少了一半，平均办理时
间 9.36 分钟，限时办事项办结时限
平均压缩 6 个工作日。”广东省佛山
市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
介绍，178份材料通过复用实现免提
交，110份材料通过信息共享实现免

提交，18 个事项在办事“零跑腿”
APP上实现材料零提交。

北京市海淀区政务服务依托“三
级联动审批系统”实现个人便民事项
同区通办三级联动，方便企业群众就
近办事。“电子化审批平台减少了纸
质材料流转。”据北京海淀区政务服
务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群众
就近在社区（村）服务站提出申请、提
交材料，服务站工作人员将受理材料
电子化，然后通过信息化系统流转到
街镇或区委办局进行事项审核，审核
结果反馈给服务站，相应的纸质材料
在社区存档，减少了工作人员代办跑
路报送纸质资料的繁琐，有效提高了
办事效率。

“海淀区政务服务更加注重融合
服务。”该负责人说，他们组织专业化
社会服务进大厅，比如创立“创业会
客厅”模式，设立双创服务区，为“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企业注册、法
律、金融等九大类“一条龙”服务，让
创新创业更便捷。2016 年 10 月至
今已服务 3000 余家企业。此外，还
为企业提供 EMS 快递服务、法人一
证通服务、社会金融服务、电水气热
通信市政公用服务等。

第三方评估平台历时7个月作出评价结果发布

36个城市政务大厅服务如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在魏县政务服务中心内的国税地税联合办税大厅，一名市民在咨询相关业务。近年来，河北省魏县简化行政审批

环节，提高服务效能。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16家单位联合制定的《政务大厅服务第三方评估通则》近日对外发

布，据此标准，第三方评估平台“D3方”对36个城市的政务大厅进行了评估，且看结果如何——

“停在小区里的汽车有了新去
处，周边免费停车泊位多了，小区里
乱停乱放机动车的现象没有了，治安
状况越来越好，生活在这里越来越舒
坦。”说起最近一段时间小区生活环
境的改善，家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八月湖街道丰源淳和社区的王阿姨
等住户纷纷为小区外新建的免费停

车泊位点赞。
2016年底，南昌市委、市政府向

市民作出承诺，用3年时间打造“美丽
南昌·幸福家园”。按照“美丽南昌·幸
福家园”环境综合整治确定的目标以
及南昌县的具体部署要求，八月湖街
道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积极推进“10
个一”工程，即“夺一张名片、整一批社

区、设一批停车场、改一批集贸市场、
优一批街巷、建一批服务站、创一批
示范街、树一批典型、美一片乡风、立
一批制度”。针对区域内交通规划不
足、停车设施缺失，无法满足市民停
车需求的难点痛点，人大街道工作委
员会督促相关职能部门立足城市整
体布局，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废料”实
行微创改造，新建改建停车场。

“结合各区域的人口密集情况，
我们让一些闲置用地功能实现最大
化。”据八月湖街道人大街道工作委
员会主任刘元学介绍，八月湖街道的
罗马壹号幼儿园以及小学周边人流
较大，特别是家长接送小孩上下学时
段，临时停车占道等屡屡导致交通拥
堵。为此，八月湖街道利用罗马壹号
幼儿园旁的空地新建 1 处公共停车
场，占地面积约10亩，划出泊位500
个，同时着手在芳华集贸市场旁选址
新建1处停车场，解决集贸市场周末
交通导流问题。此外，一些已办理规

划手续但尚未开始建设的用地也被
临时利用起来。通过分步实施，八月
湖街道的免费停车泊位越来越多，进
一步缓解了市民停车难问题。据悉，
八月湖街道接下来还将实现道路“白
改黑（水泥路面改沥青路面）”全
覆盖。

不只是停车难问题逐步得到解
决，交通出行环境不断改善，生活在
八月湖街道的市民还发现，社区的治
安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今年起，我们正式启动‘零点行
动’，构建辖区治安防控全区域、全时
段、全方位体系。进一步加强巡防力
度，织大、织密、织牢辖区内防控安全
网，八月湖街道组建了8种形式的巡
逻队伍，其中一支由 30 名专职巡防
员组成的队伍，每天0∶00至5∶00在
全街道巡逻，弥补治安薄弱环节。”刘
元学说，“零点行动”为辖区营造了群
防群治的氛围，在新建的免费停车泊
位停车，安全也有了保障。

江西南昌县八月湖街道“微创式”改造停车泊位

巧用“边角料”停车不再难
本报记者 刘 兴

重庆的穿楼轻轨、郑州的占卜

奶茶、西安的摔碗酒、厦门的土耳

其冰激凌、济南宽厚里连音社……

一段时间以来，以“打卡”“点

赞”为能事的城市网红频频刷屏，

成为当下互联网带动城市消费的新

景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城

市的行政部门也开始积极介入，主

动参与策划，甚至大规模注册短视

频网站，令市场自发的“城市网

红”现象大有走向“网红城市”的

趋势。笔者无意否定这些城市提升

影响力的初衷，只是想提醒一句：

营造“网红城市”未必是营销城市

和传达城市价值的根本之道。

尽管不少专家根据网络热点高

频更替规律而质疑这种热点和蹭热

点式消费的可持续性，但依然不能

否认其变“点赞”为“点钱”的城

市营销效应。因此，单从消费升级

的角度考量，城市网红演绎出的网

红经济具备一定积极意义。然而，

同时也应注意到，城市营销是一个

多主体的品牌系统工程，企业、私

人部门和市民扮演的角色作用与城

市行政部门应该是有所分工的。前

者着重于市场效应或愉悦效果，后

者则应侧重于创造公共价值和环境

价值。经典城市营销学理论认为，

准确定位不同城市营销主体的角

色，是优化塑造城市品牌的重要前

提。为什么呢？首先，角色不同，

诉求不同。就“城市网红”而言，

作为市场自发的营销行为，虽然属

于城市营销的题中之意，但这种

“喧嚣式”的大众消费行为难免在

法律、文化和道德层面引起争议。

比如，西安永兴坊的“打卡”摔碗

酒，红则红矣，却与勤俭节约的消

费文明相矛盾。作为一种市场行

为，其自有市场规律矫正，但若公

共部门鼓励参与，就难免造成城市

价值体系的混乱。其次，角色不

同，作用不同。城市价值的核心要

义是基于文化底蕴的识别体系，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软实力”。

作为一种时尚消费现象，“城市网

红”当然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但

显然算不上主流。因此，如果一个

城市的众多行政部门以公共资源和

权力投身其中并试图借此营造一个

“网红城市”，就难免遭受不务正业

的质疑。第三，角色不同，效果不

同。历数当下的“城市网红”现

象，几乎全部源于网友的原创发

现，可以说，发现之乐正是“网

红”经济的魅力所在。如果忽视了

这一点，借助人为、刻意的“推

手”行为，其市场效应必然大打折

扣甚至会遭受消费者质疑。

总之，城市营销是一项以传达

城市价值为目的的系统工程。在关

注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的同时，不应

忽视城市营销的终极需求，即文化

导向、环境提升、秩序优化等公共

价 值 诉 求 。 否 则 ， 随 波 逐 流 为

“红”而“红”，甚至沦为“网红”

推手，不仅有失公共部门的公信

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损城市

的人文形象和文化品格。就此而

言，“城市网红”可以有，“网红城

市”当理性。

营造“网红城市”未必

能提升城市品牌价值
□ 张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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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湖街道人

大街道工

作委员会

的工作人

员在社区

外的免费

停车场进

行日常安

全巡护。

刘 兴摄

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

打造城市生态园林景观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蒙元文

化、雕塑文

化、城市装

饰文化、休

闲文化等多

元 文 化 融

合，是康巴

什城市建设

的 独 特 之

处。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
什新区是一座荒原上崛起的新城，
凭借规划超前的城市建设、精致独
特的文化建筑、景城一体的度假体
系、“城在园中，园在城中”的绿化布
局、蒙元文化的集中展示、城市雕塑
的独特设计、动态水轴的合理布局
等特点，2012年成为中国首个以城
市景观为载体申报并被批准的国家

AAAA级景区。
这里移步即景，一街一路、一花

一木、一楼一宇，广场绿地、公园湖
区皆为“景点”。康巴什新区秉持

“环城笼翠、四季常绿、三季花开”的
园林绿化理念，精心实施城市道路
和节点景观提升、环城林带、花海等
重点项目，形成高低错落、开合有度
的城市生态园林景观。

在康巴

什，城市旅

游观光电瓶

车 随 处 可

见，方便游

客游览。

康巴什

以绿色彰显

城市风采，

用鲜花装扮

亮丽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