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日
前袁县交通运输局通过召开局内会
议等形式袁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袁进一步促进全系统领导
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识袁切实转变
作风袁打造风清气正的交通运输队
伍遥

交运系统全体人员认真学习 5
月 9日尧10日市县野5窑10冶警示教育
大会精神袁 贯彻落实交通运输系统
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袁全
系统党员干部都能认清形势袁端正
态度袁严于律己袁勤奋工作袁以更加
扎实的措施袁 更加过硬的作风袁更
加廉政的实绩来推进当前各项工
作遥

县交通运输系统全体人员认
为袁要以野六度冶狠抓廉政建设遥 一
是思想认识上要端正态度袁消除惯
性心理尧攀比心理尧侥幸心理曰二是
宣传教育上要增加深度袁推进现身
说法教育尧以案示法教育尧现场执
法教育曰三是纪检监察上要加大频
度袁自觉接受纪检监督袁充分发挥
野纪检探头哨兵冶作用袁纪检监察要
无盲区袁全覆盖曰四是日常管理上
要提高细度袁监督好吃尧住尧行尧娱尧
懒等问题曰五是整改措施上要保证
实度袁 对照省委巡视提出的问题袁
对照县委巡察出的问题袁对照审计
出的问题袁从现在开始袁由局牵头
负责袁财务科具体负责袁用一个半
月时间进行认真整改袁 逐项整改袁
彻底整改袁不改到位不放过袁不改
彻底不放过袁严格落实野一岗双责冶

责任曰六是干部素质上要提高纯度袁踏踏实实做
人袁老老实实做事袁清清爽爽做官袁不受任何污
染袁不受任何干扰袁遵章守纪袁抵制诱惑袁公道正
派袁埋头苦干袁做一个让人民群众称赞的人遥

交
通
运
输
干
部
严
守
﹃
六
度
﹄
保
廉
洁

日前袁省公路
局派员来我县检
查公路建设工作袁
对我县全面加强
公路养护管理袁切
实转变养护工作
理念袁积极推动养
护工作由粗放型
向节约型尧被动养
护向主动养护尧单
一养护向全面养
护转变袁圆满完成
市处下达的养护
目标任务给予充
分肯定遥 图为检查
组人员在了解我
县干道建设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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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院2017年袁 习总书记对信访工
作提出了新要求袁 请问信访部门是怎
么落实的钥

答院2017年习总书记对信访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袁各级党委尧政府和
领导干部要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
民情尧集中民智尧维护民利尧凝聚民心
的一项重要工作袁 千方百计为群众排
忧解难遥 要切实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
众合理诉求袁注重源头预防袁夯实基层
基础袁加强法治建设袁健全化解机制袁
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尧系统性尧针对
性袁 真正把解决信访问题的过程作为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尧 做好群众工作的
过程遥 自去年以来袁我县信访系统认真
贯彻习总书记批示精神袁 从四个方面
进行了落实袁概括起来就是 8个字院畅
通尧规范尧公开尧有效遥

问院 请分别说一说这 8个字的内

涵遥
答院畅通袁就是进一步畅通和拓宽

信访渠道遥 主要有四大渠道院一是对群
众来信尧 来电反映的合理诉求及时就
地解决袁有效减少群众来访曰二是把有
权处理信访问题的责任部门集中起来
联合接待上访群众袁 实行 野一站式接
待尧一条龙办理尧一揽子解决冶袁降低群
众信访成本袁提高工作效率曰三是建立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全国网上信访受理
平台袁引导群众野多上网尧少走访冶袁逐
步把网上信访作为解决信访问题的主
渠道袁达到方便群众尧提高效率尧规范
工作的目的曰 四是鼓励和引导群众给
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袁征
集民意尧改进工作遥

规范袁就是依法规范信访工作遥 一
是规范程序袁 信访部门严格按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袁依法履行职责袁不断提高
信访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依法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遥 二是规范
内容袁严格实行信访与诉讼分离袁支持
政法机关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
题袁 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
决袁维护司法权威袁对于涉法涉诉信访
事项尧 我们信访部门是不受理尧 不交
办尧不协调袁引导其到政法机关按程序
反映问题袁扭转野信访不信法冶的倾向遥
三是规范秩序袁 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
众合理诉求机制袁 进一步强化属地责
任袁 积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
逐级表达诉求遥

公开袁就是大力推行野阳光信访冶遥
全面推进信访信息化建设袁 将接待来
访尧办理来信尧督查督办尧网上投诉等
全部信访事项放在网上流转袁把受理尧
办理和结果等重要环节通过网络公
开袁实现信访事项的野可查询尧可跟踪尧
可督办尧可评价冶袁增强透明度袁提高公
信力遥

有效袁 就是全力推动群众合理诉
求的有效解决遥 深入开展领导干部接
访下访袁在坚持定点接访的同时袁更多
地采取重点约访尧 专题接访尧 带案下
访尧下基层接访等方式袁面对面做群众
工作袁帮助群众排忧解难遥

问院去年袁国家信访局和江苏省信
访局相继出台了 叶依法分类处理信访
诉求工作规则曳袁请介绍一下出台这个
的初衷是什么呢遥

答院一段时间以来袁信访与其他法
定途径之间的边界不是很清晰袁 受理
范围也不是很明确袁 一些本来应该通
过诉讼尧仲裁尧行政复议等其他法定途
径解决的问题涌入了信访渠道袁 其结

果就是信访渠道不堪重负袁 而其他法
定途径的作用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袁不
利于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遥 国
家信访局和省信访局出台这个规则的
目的袁 是为保障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依
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
的结果袁进一步明确工作机制袁规范工
作程序遥

问院分类处理的工作流程是什么钥
答院 依法分类处理工作流程具体

有 6个环节院
一是专门信访工作机构甄别处

理遥 属于已经尧正在或者依法应当通过
诉讼尧仲裁尧行政复议解决的诉求袁不
予受理并告知向有关机关提出曰 属于
分类处理范围的信访诉求袁 转送交办
至有权处理机关并可以提出分类处理
的建议遥

二是确定有权处理机关遥 信访部
门以外的行政机关袁 收到转送交办或
者信访人直接提出的诉求袁 要根据职
责范围进行甄别袁 属于本机关职责范
围的袁本机关就是有权处理机关袁应当
受理曰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袁不予受
理遥

三是有权处理机关适用不同程序
受理遥 经过内部会商尧争议协调等袁确
定适用其他法定途径受理或者适用信
访程序受理袁并告知信访人遥

四是有权处理机关适用不同程序
办理袁做出行政处理或信访处理意见遥

五是通过信访复查复核纠正分类
错误遥 复查渊复核冤机关发现应当适用
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途径而未适
用袁以信访处理代替行政处理袁以信访
处理意见代替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行政
履职行为的袁应当区分情况袁撤销或者
变更原信访处理渊复查冤意见遥

六是甄别再次提出的信访诉求遥
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同一诉求的不
再重复处理袁 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的
再次分类处理遥

问院实行分类处理后如何督办钥
答院叶规则曳 规定了专门信访工作

机构可以督办的六种情形院渊一冤 应受
理而未受理的曰渊二冤 应适用信访程序
以外其他法定途径办理而未适用的曰
渊三冤 未按规定的期限处理的曰渊四冤未
及时在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中录入相关
信息和材料的曰渊五冤 未按规定反馈交
办事项相关情况的曰渊六冤 其他需要督
办的情形遥 实质是督办有权处理机关
依法分类处理适用的途径是否准确袁
是否依法按程序处理袁 而不是督办有
权处理机关分类处理的实体结论遥 这

样既不越权干涉其他法定途径具体处
理袁又能督促行政机关及时依法处理遥
同时袁叶规则曳对改进工作建议尧追责建
议也作了相应规定遥

问院 为什么要在分类处理中突出
和解尧调解的运用钥

答院叶规则曳第十四条规定了和解尧
调解的运用袁 贯穿处理信访诉求过程
始终遥 之所以这样规定袁主要考虑是行
政机关主动采用和解尧调解等野柔性冶
手段袁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袁有
利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遥 2015年中办尧
国办下发了 叶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的意见曳袁近年来一些地方和
部门开展野访调对接冶尧人民调解司法
确认等做法袁 在实践中产生比较好的
社会效果遥 叶规则曳从工作实践出发袁倡
导尧鼓励这种主动作为尧积极化解矛盾
纠纷的探索袁 也是落实中央关于多元
化解矛盾纠纷的要求遥 充分考虑到与
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袁叶规则曳对和解尧
调解的运用限定了条件袁前提是野在不
违反法律尧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冶
和野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冶袁和解是双
方野自愿冶袁调解是野经争议双方当事人
同意冶袁适用结果是和解尧调解达成一
致意见的袁野制作和解协议书或者调解
协议书冶遥 这样既发挥了和解尧调解的
作用袁又确保不与现有法律相冲突遥

问院那实行分类处理后袁信访部门
会不会无形中变成了野收发室冶钥

答院不会的袁实行分类处理后袁信
访部门并不是无事可做遥 信访部门还
要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院

一是依法分类处理的入口在信访
部门袁对群众提出的信访诉求袁信访部
门要做好登记尧甄别袁在规定期限内转
送到有权处理机关处理遥

二是分流导入需要落实遥 对诉求
解决途径明确的袁 信访部门可以提出
分类处理的建议曰 相关单位信访办要
负责与诉求的具体办理部门会商确定
适用的法定途径袁实现准确分流遥

三是分类处理不是一分了之袁对
涉及多个诉求尧多个途径尧多个部门的
疑难复杂信访诉求要负责协调袁 提出
解决方案和责任分工遥

四是对应当受理而未受理尧 错误
适用法定途径尧 未在规定期限内处理
等情形袁信访部门要负责督办袁提出改
进工作的建议遥

问院近年来袁我县大力推进依法逐
级走访工作袁 我县部分群众对依法逐
级走访可能还不太了解袁 请介绍一下
什么是依法逐级走访钥

答院 依法逐级走访是指信访人应
当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袁
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
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诉
求袁 未经下级处理的信访事项上级不
再受理办理遥

推行依法逐级走访是信访工作的
一项重大改革袁 也是一项重要的顶层
制度设计袁 更是贯彻中央有关决策部
署尧 推进信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
措遥 通过推行依法逐级走访制度袁引导
群众以理性合法方式逐级表达诉求袁
同时压实属地部门责任袁 规范受理办
理程序袁推动及时就地解决问题袁切实
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遥

问院 那为什么要推行依法逐级走
访呢?

答院 实施依法逐级走访制度能够
促使基层和有权处理的机关依法按政
策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袁 运用法治思
维防范和处理信访问题曰 又能够引导
群众依法尧理性地逐级反映诉求袁学会
遇事找法尧解决问题靠法袁自觉维护信
访秩序和社会秩序遥

实行依法逐级走访后袁 未经下级
处理的信访事项上级不再受理办理遥
这将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袁 规范工作
程序袁提高工作效能袁引导群众依法逐
级走访袁 使信访问题在基层属地得到
妥善解决袁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遥

问院 推行依法逐级走访的基本要
求是什么钥

答院 推行依法逐级走访的基本要
求是野双向规范冶遥 一方面袁规范信访工
作行为遥 通过提出程序性和可操作性
的工作要求袁 压实属地和相关责任主
体的责任袁规范受理办理程序袁推动及
时就地解决问题遥 另一方面袁规范信访
人的信访活动遥 严格规范信访秩序袁引
导群众依法逐级走访袁理性反映诉求遥
对不依法逐级走访的袁 明确不予或不
再受理曰对不到接待场所袁而是到办公
场所尧公共场所缠访闹访袁违反叶信访
条例曳六项禁止性行为的袁以及对少数
以闹求决尧以访牟利的违法行为袁由公
安机关依法处理遥

问院按照依法逐级走访工作要求袁
哪些事项是上级信访部门不受理的钥

答院 上级信访部门不予受理和不
再受理的有 8种情况袁其中袁不予受理
的有 5种情况院 应当但未经信访和其
他县级部门受理办理的信访事项曰已
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袁 来访人在规定
期限内向受理或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
再提出同一诉求的信访事项曰 来访人

对信访事项处理渊复查冤意见不服袁复
查 渊复核冤 机构已经受理且正在复查
渊复核冤期限内的事项曰来访人对信访
事项处理渊复查冤意见不服袁又在复查
复核期限内袁 且未到规定的复查 渊复
核冤机构申请复查渊复核冤的事项曰已经
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尧仲裁尧行政复
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袁 或属于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尧人民法院尧人民检察院
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遥 不再受理的
有 3种情况院已经省人民政府复查渊复
核冤机构复查渊复核冤尧审核认定办结或
已经终结备案并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
统的信访事项曰 来访人对信访事项处
理渊复查冤意见不服袁且无正当理由超
出 叶信访条例曳 规定期限未申请复查
渊复核冤的事项曰信访诉求在 2005年 5
月 1日前已经办结袁 且没有新的事实
和理由的事项遥

问院 有人认为依法逐级走访是否
限制了公民的信访权利袁 这样的观点
正确么钥

答院这个观点是不对的袁依法逐级
走访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是依法尧就地尧
及时解决问题袁 其实是更好地维护群
众的合法权益遥 依法逐级走访制度夯
实了责任部门的责任袁 不仅要求其遵
循更加规范的信访受理程序袁及时尧就
地解决群众问题遥 而且要求其更规范
地引导群众依法逐级走访袁 理性反映
诉求遥 这样既免除了信访人往来奔波
之累袁也降低了信访成本遥 同时袁群众
实现信访权利的途径很多袁 即使不采
取走访形式袁问题仍旧可以妥善处理遥
目前袁我县构建了信件渊邮寄至射阳县
信访局袁 射阳县幸福大道与海润路交
叉口 冤尧电话 渊0515 -82348802冤尧邮件
渊xfj82348881@163.com冤尧网络渊微信公
众号野鹤乡微访冶冤投诉等野四位一体冶
的信访渠道袁 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反
映问题袁 查询办理结果袁 不仅快捷方
便袁而且好用管用遥

问院请介绍一下群众逐级走访时袁
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院群众持单逐级走访袁必须按照
国务院叶信访条例曳的规定袁注意以下
事项院 一是信访人以走访形式提出信
访事项袁 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
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二是多人采用走访
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袁 应当推
选代表袁代表人数不得超过 5人;三是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袁应当客观真实袁
不得捏造歪曲事实袁不得诬告尧陷害他
人遥

推进依法逐级走访 保障群众合理合法诉求
要要要 县信访局局长李艳华答社会公众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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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5月 24日袁县交通运输局
根据叶县委办公室尧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务接待和商务
接待禁止饮酒相关事项的通知曳要求和叶中共射阳县纪
委尧射阳县监委关于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和商务接待禁止
饮酒相关规定的通知曳精神袁专门下发通知袁要求交通运
输系统各级党组织要严守野禁酒令冶尧绷紧野纪律弦冶遥

通知要求袁 要迅速抓好传达学习上级文件精神袁严
明有关纪律要求遥 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
起主体责任袁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松懈思想袁迅速
采取扎实有效措施袁抓好通知精神的传达学习袁让每一
名党员干部熟知规定内容尧强化行动自觉袁坚持学习在

前尧执行在前袁坚决做到令行禁止曰认真落实通知精神袁
严防违规行为发生遥 各单位要严格对照通知精神袁严格
接待审批程序袁严守接待纪律规定袁坚决做到野两个禁
止冶院除外事接待按有关规定执行外袁所有公务接待尧商
务接待一律禁止饮酒和含酒精饮料曰 除外事接待外袁严
格禁止使用公款购买各种酒类饮品遥

通知明确袁要从严执行纪律规定袁严格饮酒事前报
备制度遥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袁必须严而又严尧紧
而又紧遥 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干部工作日原则上一律不准
饮酒袁如特殊情况确需饮酒的袁要严格履行事前报备手
续袁科级干部要向派驻纪检组组长报备曰股级及股级以

下工作人员要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纪检委员报备袁由纪
检委员汇总后于每天下午 6:00前向局纪检联络员报告袁
确保执行规定全覆盖尧无盲区遥

通知强调袁切实加强监督检查袁严肃处理违规行为遥
局党委将对违规饮酒问题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袁并将其
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的重点内容遥 对在公
务接待尧商务接待中违规饮酒的党员干部袁按照相关规
定严肃查处遥 对发生干部违规饮酒恶性事件的单位袁年
终考核评价实行野一票否决冶袁取消单位评优资格袁并严
肃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遥 同时袁严禁公车私用袁严禁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袁严禁参与赌博遥

县交运局干部职工绷紧野纪律弦冶
本报讯渊通讯员 孙良洲 王克成冤今年以来袁县

野五项行动冶办紧紧围绕野五清三化冶目标袁加大对沈
海尧盐靖高速公路 59公路两侧路域环境整治袁清洁路
域环境袁建好公路绿化袁出新居民房屋袁全力打造高速
公路沿线生态环境遥

集中清除垃圾遥 对高速公路用地外缘起 100米范
围内的生活垃圾尧建筑垃圾尧白色垃圾进行了全面清
除袁累计清理堆积物 280处袁清除各类垃圾约 8900m2遥
集中清除桥涵下方堆积物遥 对高速公路桥涵下方空间
81处非法堆积物袁开展集中清理袁其中高速公路桥涵
下方堆积物共 35处袁 高速公路下方人行横道 46处遥
集中砍伐意杨袁组织沿线村居袁砍伐有安全隐患的意
杨约 10500棵袁有效保障高速行车安全遥 拆除和出新
危旧房屋袁 结合康居工程袁 在沈海高速公路两侧 300
米范围内袁 累计拆除危旧房屋 668户袁 拆除面积达
48507.05㎡曰出新房屋 2508户袁出新面积达 608033㎡袁
其中拆除建控区内危旧房屋 112 户 袁 拆除面积
2518.91㎡曰出新房屋 171户袁出新面积 30795.7曰拆除
100米范围内危旧房屋 393户袁拆除面积 27102.52㎡袁
出新 100米范围内房屋 1066户袁 出新面积 211832.14
㎡遥加快绿色通道建设遥对沈海高速尧盐靖高速两侧 50
米范围内宜林地段进行绿化提升袁补植水杉尧紫薇尧石
楠树等各类苗木约 5万株袁完成投入 1500万元遥 另投
入 240万元袁对沈海高速兴桥尧陈洋两个重要集镇出
入口的绿化进行进一步提升袁提升面积达 4000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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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燕 王克成冤年初以来袁县交通运输局派
驻县政务办窗口严格按照国家发改委 叶关于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正式运行的通知曳要求袁加大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的使用频率袁提升宣传力度袁并确保不受理或办理未通过在线平
台取得项目代码的项目袁受到广大服务对象的一致好评遥

该局由分管领导牵头袁落实专人负责袁确保平台正常运行遥 发
现有需待受理事项及时与办理部门对接袁及时跟踪办理曰加强在线
审批平台的使用尧宣传和指导遥为确保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的正常运行袁 由许可服务科驻政务办窗口将平台上的投资项目信
息下载后袁通过 QQ工作群发送给各相关单位进行信息确认反馈袁
对确需该局审批的事项袁 由具体负责实施审批的部门同申请人联
系袁告知审批的流程袁并引导和指导申请人登陆使用在线平台曰在
线审批项目信息及时更新袁 为便于申请人在网上申请办理审批项
目袁该局在政务办窗口落实了专人负责平台的使用袁申请人可以到
窗口咨询和查询申请事项的办件流程和办件进度袁 及时掌握办件
信息曰加强部门协作袁推动投资项目审批的工作进度遥 积极与发改
委尧工商尧土地尧建设等部门对接袁对涉及到该局的审批项目袁尽早
熟悉了解情况袁 以便进入该单位的办理流程后更好的为申请人服
务袁确保投资项目审批工作顺利完成遥

交通运输在线审批
监管平台平稳运行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5月 13日袁县交通运输
局结合全县正在开展的野510冶警示教育系列活动袁组
织大家学习叶反对自由主义曳袁着力引导全系统干部职
工同心同德干事业尧步调一致创辉煌遥

叶反对自由主义曳是 1937年 9月 7日伟大领袖毛
泽东写的一篇文章遥 文章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 11种
表现遥 剖析了自由主义的危害尧来源以及自由主义者
的思想方法遥 号召共产党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
神袁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遥 对于纠正党员思想上的不
正之风袁起了很大的作用遥

全局人员一致认为袁要加强政治学习袁深刻领会党
的政策袁用先进的思想来武装自我袁提高在超限管理工
作中的明辨是非尧拒腐防变的潜力袁把党的政策正确落
实在平时的工作中袁确保野能干事尧干成事尧不出事冶遥
要树立野立党为公尧执法为民冶的理念遥 时刻不忘人民
公仆的身份袁坚持做到野权为民所用袁情为民所系袁利
为民所谋冶袁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交通人遥 要加强
自身作风建设袁持续良好的生活作风袁朋友要有选取袁
确保交通运输系统内部纯洁遥

交运系统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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