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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公安机关推出15条便民利民服务措施

市民办身份证25天内可搞定

之前， 广州公安户政部门推出了

出生登记、户口市内迁移等 11 项户政

业务网上办理服务，受到群众的好评。

今年，为了让市民享受更多便捷、高效

的服务，广州公安户政部门继续深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出分户、设立

单位集体户、恢复户口、普通高校应

届毕业生入户等 4 项户政业务网上办

理服务。

群众登录“广州公安” 微信公众

号，即可申请办理相关业务。 据介绍，

之前办理这 4 项业务，至少要跑两次，

如今只要跑一次， 只需网上提交资料

后， 收到户政部门推送的预约信息后

到现场核对原件即可。

此外， 为进一步提升居民身份证

办理服务效率， 广州公安户政部门通

过优化工作流程，减少工作环节，对居

民身份证

（ 异地办证除外）

办理时限进

行了大幅缩减， 将办理居民身份证时

限从法定的 60 天缩减至 25 天， 为急

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群众提供便利。

据户政部门介绍， 省内户籍可在

身份证自助办理机上自助办理， 全市

有 142 个点共 150 台设备可自助办

理。

户政业务

增加4项“网上办”业务

缩短身份证办理时间

为解决群众在办理出入境证件

时，需到达受理大厅后方可排队取号

的问题，在“广州公安”微信公众号推

出出入境办证取号服务。群众办理出

入境证件, 预约后点击预约报到，即

可在到达出入境大厅附近

（ 约

200

米

）后提前取号，且可实时查询排队

情况，为群众办证时合理安排时间提

供便利。

之前，申请人到出入境办证大厅

查询打印出入境记录，需本人或委托

他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

市各出入境接待大厅窗口办理，且仅

限于工作日。 对此，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部门研发出入境记录自助查询

打印设备，将陆续投放到全市出入境

自助办证区域。需查询个人出入境记

录的市民，可自行选择时间、地点到

全市各出入境自助大厅查询及打印

个人的出入境记录。

此外，在现有的微信、支付宝出

入境办证服务平台基础上，广州公安

出入境部门开发推出出入境办证服

务百度 APP 小程序， 增加广州市出

入境移动办证服务端口。在百度 APP

上开发“度小境”出入境办证服务小

程序，群众可在“度小境”上完成出入

境办证咨询、预约、受理、查询等。

出入境业务

在办证点附近就可微信提前取号排队

之前，车主发现车被套牌，需要

开车携带相关证据到现场去报案。从

7 月中旬起，群众通过手机进入“广

州交警”微信公众号，在违法事故处

理一栏进入套牌车报案小程序即可

实现套牌报案、证据上传，并可收到

报案处理情况提醒和跟踪案件办理

情况。

为进一步改造交通拥堵节点和

提高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广州公安

交警部门在 2018 年开展“微循环、微

改造”缓解交通拥堵的基础上，将“微

循环、微改造”作为 2019 年的民生实

事，对全市 24 个片区、点位的交通组

织微循环、 交通设施进行微改造，进

一步均衡路网压力，提高道路交通组

织合理性，缓解交通拥堵。

车管业务

被“套牌”可网上报案

广州市举办大型群体性活动时，

治安管理部门将通过网络平台或短

信提前向社会发布大型群体性活动

相关信息，包括安保管控措施、交通

组织措施及注意事项，提高群众对大

型活动的知情权，减少群众因不了解

活动安保管控措施、交通组织措施而

造成出行等方面受影响。

治安业务

提高群众对大型活动知情权

从 2019 年 9 月起， 在我市补办

《保安员资格证》，申请人只需提供个

人申请书，办事民警通过系统核查及

信息确认后， 即可当场知晓办理结

果。在穗工作的省内非本市考证保安

从业人员亦可“即来即办”。证件制作

完成后可邮寄送达申请人，极大方便

了异地务工人员。

审批管理业务

补办保安员资格证“当场办结”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交宣

)市公安交警部门昨日通报，今年 7

月中旬，广州交警在微信公众号开通了

套牌车报案功能，机动车所有人可以通

过广州交警微信公众号进行套牌车自

助报案，开通一月受理 16 宗。

微信自助办理渠道开通后，市民只

需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广州交警”，

进入“违法事故”-“套牌车报案”，然后

根据报案提示，“选择车辆”-“选择违

法”-“填写报案证据”-“上传报案人资

料”-“上传车辆资料”，即可实现报案。

在接到市民网上报案资料后，广州

交警将对上传的报案材料进行审核，并

将嫌疑号牌车辆列入查缉布控名单，专

班民警将根据布控名单排查嫌疑车辆

的落脚点。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网上报

案仅限于个人车辆的报案，单位车被套

牌的仍需要携带资料到广州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1 号窗口”以及新六区

大队套牌报案窗口进行报案。

据了解，“套牌车报案”微信自助办

理开通 1 个多月来，广州交警已成功受

理线上报案 16 宗， 并根据市民的报案

线索， 成功将其中 2 辆套牌车查获，相

关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据统计，今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25 日， 广州交警共

查扣假套牌 1504 辆，位居全省第一。

“套牌车”网上报案

开通1个月受理16宗

新闻链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朱椰钦 张毅涛 梁荣忠）广州市公

安局新闻办公室昨日通报：继 2018 年

推出 37 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和 2019

年推出 30 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措施

后，广州市公安局再推出 15 项便民利

民服务措施，包括户政、出入境、审批、

治安、信访等业务，从优化办事程序、

减少审批环节、拓展科技应用、创新服

务举措。 其中，居民身份证

（ 异地办证

除外）

办理时限从法定的 60 天缩减至

25 天。

市民可通过关注“广州交警”微信

公众号报案。 信息时报 记者 陈引

见习记者 胡瀛斌 摄

要抓好经济领域各项重点工作，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做好

“六稳” 工作， 切实防范和化解重大风

险。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形成推动经济发展强大合力。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

导，坚持依法审计，应审尽审、凡审必严、

严肃问责，推进审计全覆盖。突出重点审

计，加大民生政策贯彻落实、资金筹集管

理使用审计力度， 重点抓好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城市更新等

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推动审计

方法创新，增强审计监督效能，抓好审计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充分发挥审计的监

督和保障作用。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

会议强调，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

刻认识党中央、国务院出台《意见》的重

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上来，围绕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入开展“大学习、

深调研、真落实”工作，在全力支持深圳

建设的同时，推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 扎实开展学习培

训，对照标杆找差距，推动思想再解放、

认识再提高、能力再提升。 深入调查研

究，理清思路举措，对标对表深圳“五大

战略定位”和“五个率先”重点任务，找

准开展全方位合作发展的结合点、着力

点和突破点。 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强化

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检查，推动支持深

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成为全市上下的共

同目标和共同行动。

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对口援疆作为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不折不扣完

成广州对口援疆政治任务。 强化工作举

措，继续聚焦用力，突出脱贫攻坚总攻

方向，加强产业帮扶，加大人才支持，推

进文化体育等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不断

巩固和提高对口援疆工作成效和质量。

强化工作落实，完善责任不减、要求不

减、力度不减的长效机制，巩固提升援

疆成果。 加强援疆干部队伍建设，强化

宣传，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援

疆强大合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增强广州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陈志英在致辞时表示，广州创新资

源丰富，创新环境优越，有科技成果快

速市场化的转化平台。 希望粤港澳大湾

区协同创新研究院在基础与应用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上取得重大突破。 广州将一如既往提供

优质高效服务， 为研究院汇聚创新人

才、团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活动期间，领导和嘉宾参观了粤港

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院的实验室及

科研场所。 研究院与香港大学等5所大

湾区著名高校签署了协同创新备忘录，

研究院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了合作及

启动首批前沿技术研发合作协议。 专家

代表张东晓、俞大鹏等，广州市领导周

亚伟、潘建国参加。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院揭牌

（上接

A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