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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
“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
务分工方案》，对于诸多民生难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时间表。

时间表有了！
这些民生难题限期解决
2019 年底前，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可网上办理
长期以来，职工在跨地区跳槽就业后，社保转移接
续的手续往往比较繁琐，费时费力，是一大难点痛点。
方案提出，加快建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平台，实现个人权益记录查询、自主认证、养老保险待遇
测算、社保卡应用状态查询等“一站式”功能，全面取消
领取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证，优化社保卡服务，加快推
进电子社保卡。 2019 年底前实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业务网上办理。
网上办理后，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将更加简便，个人
来回奔波跑腿的麻烦有望大大减少。

2019 年底前，
解决银行卡解绑和异地注销难
方案提出，指导督促商业银行优化服务，2019 年底
前解决银行卡解绑和异地注销难、“睡眠卡”收费不透明
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快推动解决继承财产支
取难问题。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第一季度末，全国银行
卡在用发卡数量 77.73 亿张， 全国人均持有银行卡 5.57
张。 一直以来有网友反映，银行卡异地注销比较难，有的
要求必须到开户行才能进行注销，但为销户跑趟外地不
划算，不销户又担心欠费会影响个人信用。
到 2019 年底，银行卡解绑和异地注销难、“睡眠卡”
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将大大方便群众，省
去了往返跑腿的辛苦，也免除影响信用的后顾之忧。

2020 年 6 月底前，
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证明难题”长
期困扰着群众，名目繁多的各种证明也让居委会等组织
不堪重负。
方案提出，2020 年 6 月底前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 进一步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
明工作，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万能居委会”“社区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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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等问题。
记者注意到，据司法部统计，截至 2019 年 4 月底，
各地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事项 13000 多项。 今年 5 月
份，司法部已印发《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
方案》，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多
头跑、来回跑等问题。
2020 年 6 月底前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用
承诺替代证明，
“
证明难题”有望进一步缓解。

2019 年底前，
制定规范水电气暖等收费的意见
方案要求，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供电、供水、供气、
供暖等公用事业单位及医院、银行等服务机构，要从方
便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出发，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大
幅压减自来水、电力、燃气、供暖办理时间，提高相关政
策透明度，大力推行 APP 办事、移动支付等。
在时间表上， 方案明确，2019 年底前研究制定规范
水电气暖等行业收费、管理、服务等方面的综合性意见。
水电气暖等行业收费与每个人有关，以后收费不仅
会更透明，办理时间也将大幅缩短。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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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民肖女士告诉记者，她
有些反感快递员擅自将包裹放在快
递柜。 有一次，她收到一条短信，知
道网购的包裹到达了小区， 但快递
员没有提前告知她， 只发了一条短
信让她到快递柜自取。“
我家平时都
有人， 他这样自作主张把快递放到
快递柜，又不说放在哪一家，简直把
我们找惨了。 ” 肖女士有些气愤地
说。
自从小区安装了快递柜后，市
民小阳就几乎没有接到过快递小哥
的电话了。 除了大件物品会送上门
外， 其他的通常都是直接放在快递
柜里。“
有好几次，我都没注意短信，
过了几天后才有快递员提醒我，多
给了好几元的快递存储费。 还有一
次我买的芒果， 就是因为不知道放
在快递柜了， 等我去取的时候已经
都坏了。 ”小阳说，虽然她能够理解
快递员为了省事直接将快递放进快
递柜里，但还是希望在放之前，提前
沟通商量一下，如果家里有人，就可
以直接下楼取快递。
“
快递柜真的是有利有弊吧，给
快递员带来了方便， 但也造成了依
赖和管理上的疏忽。 ”市民黄先生告
诉记者，以前没安装快递柜时，快递
小哥还经常把快递送到他手上，他
还可以拆开验货， 发现有问题可以
及时反映， 现在连快递小哥都很难
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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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
使用快件箱投递快件 应征得收件人同意
近日，交通运输部出台了《智能快件箱寄递
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智能快件箱使用企
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需要履行的义务。
根据《办法》规定，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企
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 应当征得收件人
同意; 收件人不同意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
的，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应当按照快递服务合
同约定的地址提供投递服务。同时还规定，寄递
详情单注明快件内件物品为生鲜产品、 贵重物
品的，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不得使用智能快件
箱投递，与寄件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此外，《办法》还规定，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
应当合理设置快件保管期限， 保管期限内不得
向收件人收费。
（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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