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眼02 2018 . 10 . 11 星期四
首席编辑、组版/于海霞 美编/王振霞

办理亲属关系等46项公证最多跑一次
省司法厅公布“最多跑一次”公证事项清单

□记者 范洪雷

生活日报10月10日讯 10日
上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日前，山东
省司法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
公证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减证
便民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公布
了46项“最多跑一次”的公证服务
事项以及试点公证机构名单。

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
长迟丽华介绍，通知公布了全省

“最多跑一次”公证服务事项清
单，包括学历公证、学位公证、无
(有)犯罪记录公证、不动产权证书
公证等46项，以及试点公证机构
名单。

此外，为避免办理公证过程
中的循环证明、重复证明、过度证
明，最大限度减轻当事人的证明
负担，省公证协会组织专门力量，
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
行了全面系统梳理，共取消没有
法律法规依据、可以通过当事人
承诺方式或信息共享核实解决的
证明材料53项，研究编制了全省
办理各类公证事项所需的37类

114项证明材料清单(试行)。
通知明确，实行限时办结制，

对于公证事项简单、不涉及财产
处分且材料齐全的，最大限度压
缩办证时限，并将限时办理事项
及最低时限公示、公布。

建立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

知制，最先接待当事人公证申请
或咨询的工作人员，应主动告知
自己的姓名及职务，及时受理或
一次性告知办证所需材料，全权
负责为当事人办理或引导当事人
办理公证业务；公证机构要求当
事人提交的材料要明确具体，一

次性告知清楚；无特殊情形，公证
机构或公证员不得要求当事人另
行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针对特殊群体，通知明确，对
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当事人开
通“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优
先审查、优先办理，对其中行动不

便者提供上门公证服务。积极履行
法律援助义务，同时对经济确有困
难但尚未达到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
群众减免公证服务费用。对当事人
申请办理救济金、低保、给付赡养
费、抚养费和遗产总额5000元以下
的小额继承公证实行免费办理。

年底济南所有医院一卡通 带上手机就能看病
首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国际峰会在济开幕，智慧泉城启用惠民生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10月10日讯 10日上
午，首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国际峰
会在济南开幕，智慧泉城启用仪式
举行。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正在打
造“有温度、会呼吸的智慧之城”，已
启用“群众办事一站通”“市民出行
一路通”“居民健康一卡通”“和谐社
区一格通”“爱城市网一点通”“公共
安全一网通”“金融服务一贷通”，这7
个智慧应用专题。特别是“居民健康
一卡通”项目的实施，电子健康卡二
维码开始逐渐代替身份证和各种就
医卡，进一步改善就医体验。

峰会以“智慧让城市更美好”为
主题，围绕“优政、惠民、兴业”三大
目标，突出“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民
生需求、经济发展”四大领域，共同
探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新思路、
新模式、新技术。中国工程院倪光南
院士、陈晓红院士、刘经南院士、王
恩东院士参加主论坛活动。来自国
家有关部委及山东省政府领导，国
内外知名专家学者，17个国家的外
宾，国内23个城市代表团，以及500
余家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领先领军
企业参加会议。

据介绍，当前全国所有的副省
级城市、89%的地级市、49%的县级
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济南在智慧
城市建设上是走在前列的，列全国
智慧城市百强第六位。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初具规模，形成了新
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和高端装
备两大优势产业。据初步测算，2017
年济南数字经济规模达2500亿元以
上，约占全市经济总量的36%。

济南是全国首个整体外包政务
云服务的城市，也是全国一次性开
放单位最多、数据集最大的城市。据
了解，目前已实现57个部门，1103个
数据集面向社会开放共享；实现城
市总规、控规、土地规划“多规合
一”，并叠加30多个委办局108个图
层，助推“N张图N个管理模式”到

“一张图综合治理一座城”的转变。

“公共安全一网通”通过
视频解析大数据平台，实现事
先预警、远程治理、校园及周
边安全防护和重点场所行业
监管等功能，形成“天上有
云、中间有网、地上有格”的
全方位管理体系。目前，已接
入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1170余路重点单位及3 . 7万
路社会视频并开展中小学安
保平台试点，覆盖96所学校，
为15万名家长提供孩子进出
学校的信息推送及视频查看
服务。

“和谐社区一格通”建立
“全市一张网”的网格化服务
管理体系，实现全市网格一网
贯通、各类问题一网打尽；完
成主城区330平方公里责任网
格划分，并为市民提供“随手
拍”服务，上报问题及反馈问
题处置进程，使市民成为城市
管理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
者。

“爱城市网一点通”通过
一个APP畅享城市所有服务。
目前，爱城市网已开通五险一
金、办事网点、公交实时信息
等查询服务；医院挂号、不动
产预约、出入证件办理等在线
预约服务；在线缴纳水费、电
费、燃气费、暖气费等生活缴
费服务，共计63项线上便民服
务，服务全市近150万市民。

“金融服务一贷通”建成
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线上
金融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融
资提供高效便利的金融贷款
平台。上线两个月以来已与2
家银行进行合作，发布4款金
融产品，注册小微企业1700
家，成功为735家小微企业提
供贷款近亿元。

为15万名家长推送
孩子进出学校视频

市民办事1165个事项全部上网运行

开幕式上举行了智慧泉城
启用仪式，济南正全面推进“6+
N”智慧应用专题建设，让城市
生活更便捷。2018年围绕政务
服务效率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改善、民生服务普惠、产业经济
发展等方面，深入推进“群众办
事一站通”“市民出行一路通”“居
民健康一卡通”“和谐社区一格
通”“爱城市网一点通”“公共安全
一网通”“金融服务一贷通”的“6+
N”智慧应用专题建设。目前7个智
慧应用专题已启用。

其中，“群众办事一站通”
整合汇聚各部门信息资源，搭
建网上办事大厅，通过流程再
造，变“多头受理”为“统一受
理”，通过实行“一号申请、一窗
受理、一网通办”集成服务，让

信息数据多跑路、群众办事少跑
腿。目前市政府办公厅牵头基本
完成1165个事项全部上网运行，
完成各部门631个事项上网运行
事项可行性现场确认工作。

“市民出行一路通”主要是
围绕交通道路运输管理、交通
执法和停车，进行交通基础设
施智能改造，建设交通大脑，提
升交通态势掌控、指挥调度、管
控疏导、交通信息互动及应用
服务能力，实现“平安畅通，和
谐共融”。目前，已在全市部署
44套鹰眼系统，并实现智能交
通信号灯控路口1000余处，信
号平峰绿波带77条，纳入区域
自适应协调控制的道路42条。

“居民健康一卡通”则是以
公民身份信息为核心，推进社

会保障卡与居民健康卡等多卡
融合，构建居民健康卡虚拟化应
用，实现预约挂号，健康档案共
享，全民健康信息一卡通用。2018
年6月，在济南举行电子健康卡首
发仪式，实现智能导诊、就诊预
约、充值缴费、报告查询等服务。

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
丕恕介绍，浪潮正开展健康医
疗大数据试点，在实现“一卡
通”方面，“规划把所有医院连
在一起，不用在这个医院做完
了信息，去那个医院还要做。在
9月份连通了5家医院，今年年
底把济南市的所有医院全部连
通”。数据连通后，重点在四类
病：高血压、糖尿病、孕妇保健
和婴幼儿保健上，利用新型互
联网数据开展便民服务。

1 .学历公证

2 .学位公证

3 .无(有)犯罪记录公证

4 .亲属关系公证

5 .(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公证

6 .结婚证公证

7 .离婚证公证

8 .死亡公证

9 .曾用名公证

10 .国籍公证

11 .居民身份证公证

12 .护照公证

13 .户口簿公证

14 .户籍注销公证

15 .录取通知书公证

16 .在读证明公证

17 .毕业证书公证

18 .学位证书公证

19 .成绩单公证

20 .外语水平(等级)证书公证

21 .职业资格证书公证

22 .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公证

23 .机动车驾驶证公证

24 .健康证公证

25 .诊断证明书公证

26 .营业执照公证

27 .组织机构代码证公证

28 .税务登记证公证

29 .不动产权证书公证

30 .机动车登记证书公证

31 .存款证明公证

32 .住所地公证

33 .职务(职称)公证

34 .法人资格公证

35 .非法人组织资格公证

36 .病例(案)公证

37 .死亡医学(推断)证明书公证

38 .收养登记证公证

39 .民事判决书公证

40 .民事调解书公证

41 .判决生效证明公证

42 .税收完税凭证公证

43 .存款证明公证

44 .公司章程公证

45 .许可证公证

46 .居住地公证

山东省办理公证“最多跑一次”公证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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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办事一站通

市政府办公厅牵头基本完成1165个事项全部上网运行，完成各部门631个事项上网运行
事项可行性现场确认工作
市民出行一路通

全市部署44套鹰眼系统，并实现智能交通信号灯控路口1000余处，信号平峰绿波带77条
居民健康一卡通

今年年底把济南市的所有医院的数据全部连通。数据连通后，重点在四类病：高血压、糖
尿病、孕妇保健和婴幼儿保健上，利用新型互联网数据开展便民服务
和谐社区一格通

“全市一张网”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实现全市网格一网贯通、各
类问题一网打尽
爱城市网一点通

目前，已开通五险一金、办事网点、公交实时信息等查询服务；
医院挂号、不动产预约、出入证件办理等在线预约服务；在线缴纳
水费、电费、燃气费、暖气费等生活缴费服务
公共安全一网通

开展中小学安保平台试点，覆盖96所学校，为15万名家长
提供孩子进出学校的信息推送及视频查看服务
金融服务一贷通

建成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线上金融服务平台，为中小企
业融资提供高效便利的金融贷款平台

目前济南已启用7个智慧应用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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