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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军豪

“唐唐，如何进行公司设立登记？”
“您可以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综合业务系统网上办，也可以现
场人工办，请问您的选择是什么？”

“网上办。”
“好的，您可以使用我们的自助服

务区电脑。”
这次对话，发生在 7 月 27 日高唐

市民王杰与高唐县政务服务大厅的机
器人“唐唐”之间。随后，王杰在“唐
唐”的全程引导下，取号、自主登录网
站、填写提交注册资料，顺利办理完申
报业务。

从业务咨询、自助取号，到自动引
路、提示办理流程，“唐唐”快速、全面、
精准地答疑解惑，全程跟进。“原来办

理业务，人比较多的时候，需要等待很
长时间，现在一进来，机器人就对我打
招呼，并且有问必答，还带我来到自助
办理区，不知道怎么操作时，它会随时
教我，比原来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王杰为“唐唐”点赞。

“唐唐”，是高唐县“三位一体”智
能导服系统的一部分。企业群众办理
商事登记时，电话咨询听不懂怎么
办？人员问题回答不统一怎么破解？
现场办理业务长时间排队怎么解决？
申报系统操作复杂怎么梳理？提报信
息一次性通过率低怎么提高？基于这
些“难点”“痛点”“堵点”，高唐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以问题为导向，在全市率
先打造语音热线、网络在线、现场机器
人“三位一体”商事登记智能导服系统

“聊天办”。“聊天办”依托科技之力，智

慧服务，引导群众完成商事登记领域
相关事项的办理，实现政务服务线上
线下的完美融合。

“您好，我是智能客服——唐唐，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7月28日，高唐县腾瑞工贸有限公
司法人代表杨斌，登录商事登记智能
导服系统后，立即接收到“唐唐”的亲
切问候和一系列常见问题清单。

语音热线通过采集群众口语化描
述，智能匹配专业术语，形成全面、精
准、规范的客服数据库，梳理出商事登
记常见基础性问题 260 条，同时拓展
320条延伸相似问题，实现同一问题不
同表述的智能关联和各类问题的快速
反应，为咨询者提供暖心服务。

办事企业群众不仅可通过语音热
线享受自助问题解答，更能通过导服

智能终端和工作人员进行语音视频通
话、共享操作界面等功能。

人机协作线上线下一体服务，工
作人员全程在线远程辅导，然后对提
交信息进行预审核，避免填报错误造
成退回，打破地域阻隔和时空限制，从
窗口办转到自助办、居家办，真正实现
全程零操心办事。

“三位一体”智能导服系统的运
用，打通了高效便民“最后一公里”，
三个场景应用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语
音热线和网络在线，只要有网络都可
以实现。如果群众对语音热线答复不
满意，可以换用人工客服网络在线，随
时随地多方式咨询。自6月21日系统
上线以来，已接待办事群众 500 余人
次，问答解决率94%，办理审批业务38
件。

群众办事，机器人来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梁丽姣） 7 月 29
日，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组织对各镇
街相关分管负责同志、第一书记、行政
村党支部书记、网格村党支部书记等
进行耕地保护防止“非农化”“非粮化”
政策培训，推进度假区耕地保护“田长
制”管理，全面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基本农田“非粮化”。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科
科长胡家政结合相关政策和自身工作
经验，从当前耕地保护形势、近年我国
的耕地保护政策、“田长制”有关工作
要求、省市耕地保护激励政策、下一步
耕地保护工作重点、乡村振兴、土地增
减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我们要
充分认识到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严肃性，在学深、悟透政策文件要求上
下功夫，在破解制约我市发展瓶颈和

困难问题上多研究，深入改革创新、抢
抓政策机遇，为团结奋斗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聊城提供‘自然资源’智慧
和力量。”胡家政说。

培训结束后，度假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到李海务街道大柳
张村、河洼村实地察看土地使用情况，
结合实际情况指导田长巡田，向他们
讲解耕地保护政策。

通过培训，度假区基层干部对耕
地保护政策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深
刻认识到了保护耕地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增强了耕地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有助于全区进一步夯实耕地保护
工作，落实耕地保护主体责任，实现对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全方位、
全覆盖、无缝隙管理。

度假区夯实耕地保护政策基石

■ 本报记者 沈欣欣

“我母亲得肝硬化多年，多亏李院
长的及时救助，帮她渡过难关。”面对
例行查房的他，一位患者的子女们热
泪盈眶，在一旁不住地向他道谢。而
这种场景，在他29年的从医生涯中，不
知出现多少次了。高尚的医德、精湛
的医术，让他无愧于“聊城市名中医药
专家”的称号——他就是冠县中医院
院长李维革。

参加工作29年来，李维革刻苦钻
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等中医典籍和古今中医药文献，打下
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工作中，他虚心
向老前辈学习宝贵临床经验，勤于临

床实践，熟练掌握了内科常见病、多发
病的中医诊治技能。先后十余次参加
国家及省级中医急症、肝病等学习班
和研讨会，业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对内科肝胆、胃肠、神经等系统疑难疾
病的诊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形
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理法方药体系，
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找他治疗的
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年出门诊在300天
以上，年门诊量在2万人以上，门诊量一
直高居全院首位，享有较高的声誉，得
到广大患者的信任和好评。

在李维革看来，作为一名中医，在
他的从业生涯中，帮助患者祛除疑难
杂症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曾经，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男性

肺癌患者，在李维革的治疗下，病情稳
定向好。

“当时这个患者已经失去了治疗
的信心，我们积极鼓励他用中药治疗，
扶正祛邪，目前患者病情稳定。”李维
革告诉记者。

冠县贾镇庞辛村一位62岁女性肝
硬化、慢性肝炎患者，由于患病时间较
长，来就诊前走路缺乏力气。经过李
维革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患者肺肿
消失，日常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
针对近年来我国脂肪性肝病病人

显著增加，而又没有特效治疗方法的
情况，根据该病是以脾虚湿盛、气滞血
瘀为患的病因病理特点，拟订了除湿

活血方，治疗早期脂肪性肝病。全方
以活血除湿为要，治疗早期脂肪性肝病
总有效率达91.7%，取得了良好效果。

作为一名党员，李维革将党员的
职责和使命扛在肩上。他经常组织

“中医文化进校园”活动，让广大学生
通过学习中医药文化知识，体验中医
药适宜技术，更多地了解中医、感受中
医、学习中医，丰富卫生健康知识，提
升中医药健康素养。

“通过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系列活动，将中医药文化带进课堂，把
中医药文化的种子种到青少年的心
田，不断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从而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李维革说。

李维革：让中医帮助更多患者 本报讯（贾新伟 王江珊）7月31
日下午，市委市直机关工委联合驻聊
某部队开展“庆八一 迎七夕 青春携
手向未来”青年联谊活动，60名男女青
年参加。青年们展示诗朗诵、吉他演
奏等才艺，呈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
貌。

活动现场，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向
该驻聊部队捐赠《红色气质》《百位著
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等图书300 本。
来自市直机关的女青年们参观了飞机
外场、旅史馆，观看战士们合唱演出。

女青年张菁（化名）说：“这次活动，能
让我们一群陌生人成为朋友，我感到
很开心。”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群众工作部代
表王云表示，组织联谊活动是为了搭
建青年人交流平台，积极发挥双拥统筹
军地的资源优势，进而对青年们进行国
防教育，培育集体精神和坚忍气质。

本次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策划组
织的青年联谊活动，受到了市直各单
位单身男女青年的广泛关注，该驻聊
部队为活动第一站。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组织开展青年联谊活动

本报讯（刘德策）8月2日，以“医
养结合新模式 康养产业新发展”为主
题的“2022 泰山科技论坛—康养产业
创新发展论坛”在我市举办。

本次论坛由省科协，聊城市委、市
政府主办；省疼痛医学会，市科协，市
卫健委，市民政局，市人民医院，东昌
府区委、区政府承办。

开幕式上，省疼痛医学会与市科
协签署健康科普名家工作室合作意向
书，省疼痛医学会与市人民医院东昌
府院区、东昌府区中医院、东昌府区妇
幼保健院签署会员单位合作协议，省
疼痛医学会与聊城市卒中学会、聊城
市糖尿病防治协会签署合作协议。

开幕式后，省疼痛医学会会长刘
玉光在主会场主持举办主旨报告会。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名誉校长、附属肿
瘤医院院长于金明作《青年人才成长
攻略》主旨报告；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
处长宋坤作《山东省“十四五”养老服
务发展形势及思路》主旨报告；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冯
文猛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作《医养结合
的国内外实践及未来发展》主旨报
告。专家们的报告干货满满，与会人
员收获颇丰。

当日下午，在市人民医院东昌府
院区、东昌府区中医医院分别举行了
康复医学分论坛和安宁疗护分论坛。

“2022泰山科技论坛—康养产业
创新发展论坛”在聊城举办

由聊城日报社主办的

2022年第六届聊城市“诚

信医疗品牌”评选暨我为

“聊城好医护”点赞活动，经

过单位推荐、网上投票、专

家评审，评选结果于今日揭

晓，现将名单公布如下。公

示期为2022年8月5日至

8月8日，如有异议，请发送

邮件至lcjkzk1@163.com。

聊城市诚信医疗品牌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 聊城市中医医院
◆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 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
◆ 聊城市人民医院东昌府院区
◆ 莘县人民医院
◆ 阳谷县中医院
◆ 莘县第三人民医院
◆ 阳谷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全市医院最具影响力奖
（排名不分先后）

◆ 聊城市人民医院
◆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 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 聊城市肿瘤医院
◆ 聊城市中心医院
◆ 聊城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 临清市人民医院

◆ 阳谷县人民医院
◆ 莘县中心医院
◆ 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

“聊城好医生、好护士”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 聊城市人民医院
崔茜茜、豆青军、杜静、刘甜甜、钱静、任鸿雁、孙少亮、王焱

◆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万生、李志红、张淑芬、赵华堂

◆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孟昭斌、王爱红、王涛、张红芳

◆ 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宋玲玲、李丹丹、杜志国、张丽君

◆ 聊城市肿瘤医院
田光亮、安庆震、吴雯丽、张桂华、冯学才、宋庆平、冯晓丽

◆ 聊城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高虎、李丽、李延辉、刘卫东

◆ 聊城市中心医院
潘栋、白冰华、谷长增、刘兆国

◆ 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
杜广涛、高瑞婷、李凯、王兴才

◆ 聊城市人民医院东昌府院区
姜春蕾、刘彤彤、路营、孙永梅

◆ 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
艾红、曹秀、雷静、刘晓丹、邹学敬、谢荣荣

◆ 阳谷县人民医院
霍红、刘希才、王庆华、吴明静

◆ 临清市人民医院
侯广臣、刘爱华、杨璐

◆ 莘县人民医院
韩江涛、刘金海、路玉玲、王雯雯

◆ 莘县中心医院
焦丽娟、王玲、朱耿强、周晨啸

◆ 莘县第三人民医院
郭凤仙、胡国星、徐显浩、张曼

◆ 阳谷县中医院
常颖、赵振华

◆ 阳谷县卫校医院
刘学奇、贺万成

◆ 阳谷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郑明霞、苏安康

◆ 东阿县卫生健康系统
贺伟华、王明晓、王壮、赵彩霞、赵胜伟、赵晓莉、周海金

（上接1版）担负起助力发展、服务民
生、凝聚共识的职责使命，助力“六个
新聊城”建设。要坚持新平台赋能，重
点打造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

“有事多商量”平台、广泛凝聚共识的
“界别同心汇”平台、提升素质能力的
“学而系列”读书平台、实现履职能力

现代化的“智慧政协”数字平台，推动
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新形象展示，
增强政治能力、为民情怀、协商本领，
充分展示坚决捍卫“两个确立”“走在
前、开新局”“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守
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新形象，以优
异成绩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上接1版）实现数据赋能，才能真正
拓展公积金办事服务渠道的深度和
广度，才能打造“智慧公积金”，实现
高效便民服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全面梳理服务事项，细化办理要
求，通过告知承诺、数据共享、部门核
验等方式实现证明免提交，从“减证
便民”向“无证利民”转变，努力打造

“无证明公积金”，助推建设“无证明
城市”。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聚焦群
众诉求需求，主动与业务承办银行对
接，打通“聊城市公积金核心结算系
统”和“聊城市公租房管理系统”两大
信息平台，整合多方大数据政务资
源，实现系统互联互通交叉验证，在
省内首创了建行 App“掌上公租提取
公积金”项目，市区公租房市民通过
手机即可提取公积金，实现了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联合济南市住
房公积金搭建公积金数字黄河链，在
全省率先完成了公积金链场景应用

搭建工作，实现链上数据共享开放，
促进业务跨域通办，构建全社会主体
共同参与的数据要素赋能新生态和数
据共同治理新机制。“个人住房公积金
缴存证明”“个人异地贷款缴存证明”
等证明材料统一纳入个人电子证明卡
包中，实现了“亮码办事”无证明。

截至 6 月底，通过“无证明公积
金”建设，共为3.13万缴存职工带来便
利，办理提取业务29835笔，提取金额
7.79 亿元，办理贷款业务 1468 笔，放
贷金额 3.59 亿元，用“数据跑”“部门
跑”代替“群众跑”，不断优化政务服
务，切实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满意度。

提升服务暖民心

6 月 21 日，高先生委托妻子把一
面写着“真诚服务暖人心 办事标准
有温度”的锦旗送到茌平管理部，以
表达他们对工作人员热情、耐心、暖
心服务的真挚谢意。

高先生是北京市某公司的职工，
因工作原因常年在德州市工作，如今
在茌平区购买了一套自住商品房，想
支取北京市缴存的住房公积金。高
先生因工作繁忙不方便去北京办理
业务，便来到茌平管理部求助。工作
人员立刻与北京市公积金中心联系，
经多次沟通协调后通过“全国监管服
务平台”以“两地联办”的方式帮助其
成功办理了业务，解决了高先生的

“燃眉之急”。
不忘初心不能有口无心，牢记使

命不能有气无力。为了更好地服务
群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

“作风能力提升专项行动”，通过提升
“九种能力”，锤炼严肃严格、认真求
真、细致细究、务实扎实、高效快捷的
工作作风，为更好服务群众奠定了坚
实基础。

通过知识竞赛、岗位比武等形
式，常态化提高干部职工的业务能力
和水平；实施标准化服务提升行动，

推行举手迎、笑相问、双手接、高效
办、双手递、好差评、诚提醒、目相送
等为内容的服务流程，推动标准化服
务向细微化、精细化伸展；树立全员
帮办代办理念，下沉一线开展服务，
灵活运用“公积金＋银行”模式送服
务下基层，在乡镇（街道）设立帮办代
办服务站，实施“服、贴、帮”一站式帮
办代办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便捷服务；积极推广“公积金+银
行+便民服务大厅”服务模式，通过

“延伸服务靠前一步、方便服务一次办
结、窗口服务一步到位”的举措，让办
事群众可以足不出户或就近办理住房
公积金业务；对特殊办事群众推出“上
门办”“延迟办”“容缺办”，大大提高
了办事群众的满意度，进一步增强了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022 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共收到 12345 市民热线感谢工单
19 件，锦旗 67 面，表扬信 12 封，市民
满意度达100%，回访率达100%。

真诚服务 用心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