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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诉即办”
面面观

本市印发优化提升“接诉即办”工作的实施方案

之发布

12345 上半年向街乡镇派单 41 万多件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北京青年报
记者从北京市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了解
到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今 年 截 至 6 月 底 ，
12345 受理群众来电 241 万多件，向街乡
镇派单 41 万多件，一批市民集中关心、老
大难问题得到解决，一般性问题 7 天反馈
办理结果，在基层探索中已经涌现出 24
小时值班、群众诉求首接责任、
“ 四微”工
作法、新媒体派单、未诉先办等颇具实效
的机制。本市已经印发了优化提升市民
服务热线反映问题“接诉即办”工作的实
施方案。
在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管理中心，
500 多个人工坐席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
市民诉求。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市民的诉

求主要集中在市场管理、交通管理、环境
保护、违建、物业管理、市政等问题，但也
会随着天气等因素变化。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除了接听电话，还会直接给街乡镇派
单，之后还要对市民进行电话回访，一般
性问题要求 7 天反馈办理结果。以前是
先把市民诉求派到区里，区里再往下派活
儿，
现在直接派到街乡镇，
效率更高。
2018 年 12 月开始，12345 热线以街
乡镇为单元，统计市民来电情况及接诉量
全市前 10 名、各区前 3 名街乡镇，对各街
乡镇
“响应率”
、
“解决率”和
“满意率”进行
排名，形成了《市民热线反映》日报、周报、
月报，每月上榜名单变动很大，也能看出
通过排名传导压力，各街道乡镇努力解决

问题的趋势。
《市民热线反映》已经成为各
区和街道乡镇领导关注的重点。
经过半年实践，
“ 接诉即办”的各级
领导体系已经形成，各区领导都会对“接
诉即办”工作进行高频次的调度分析，街
乡镇“一把手”对 12345 热线直派的群众
诉求能做到亲自签办和督办；
“ 接诉即
办”工作体制、体系逐步趋于完善，各区
从人员配备、协调机制、信息化平台等方
面补短板，多个区、街乡镇出台相关实施
方案，包括 24 小时值班、群众诉求首接责
任等措施；服务群众的基层治理导向正
在形成，多个区建立区领导带头、街乡镇
一把手回访机制，让群众为政府部门打
分。北青报记者看到的数据统计显示，

市场管理类问题

12345 六月接诉集中的问题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接线员正在接听来电

包括网络消费纠纷、
培训机构不退费等

环境保护类问题

包括露天烧烤、
道路扬尘等

交通管理类问题

前十位

从今年电话类别数量结构看，重复反映
问题的电话明显下降。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探索中发现存在
的问题包括“接诉即办”需要对群众诉求
办理时限、办理标准、办理责任等作出明
确规定，有助于保障各部门开展工作有法
可依。针对这些问题，本市已经印发了优
化提升市民服务热线反映问题“接诉即
办”工作的实施方案。此外，12345 下一
步拟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挖掘来电情况，
提升对群众需求的感知预知能力，提前解
决城市管理服务中的问题，还拟与市纪委
监委建立投诉信息移送机制，推动部门单
位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保障
“接诉即办”的
效果。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包括停车收费不合理、
信号灯维护不及时等

违法建设类问题

包括历史遗留违建未拆除、
新建违建等

物业管理类问题

包括物业服务质量差、
停车秩序混乱等

施工管理类问题
市政类问题

图示说明：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
和 5 月的数据相比，
同类问题数量和排
名均有细微变化，比如排名第一的市场管理类问题有较大幅度下降，问题
排名上也有位置的变动，比如环境保护类问题和交通管理类问题在排名
上互换位置，物业管理类问题和施工管理类问题也互换了位置，其他问题
排名没有变化。

包括夜间施工噪音扰民等
包括市政路灯不亮、
市政道路积水等

市容环卫类问题

包括垃圾清理不及时等

农村管理类问题

包括征地补偿款分配不合理等

公共安全类问题

包括销售过期变质食品、
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等

“接诉即办”
“双反馈”
流程
双反馈
街乡镇及时向来电人反馈诉求办理情况，
同时向市、区服务热线反馈，
实现
“双反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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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说明：市民拨打电话向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反映问题，随后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直接向街乡镇派单，街乡镇再通过微信社群、客户端 App 和其他系统向社区传导，
社区通过吹哨、
街道动员等方式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后，
街乡镇再及时向来电人反馈诉求办理情况，
同时向市、
区服务热线反馈，
实现
“双反馈”
。

重点

“接诉即办”
如何监督有效落实？
排名靠后的街乡镇将被市委书记点名
如 何 监 督“ 接 诉 即 办 ”高 效 落 实 ？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市区多级已
经探索出市委书记点名、区领导约谈、
纪检介入、街乡镇内部监督、群众监督
等五种方式组成的监督网。每月排名
靠后的街乡镇会被市委书记点名，有的
区领导会约谈排名靠后的街乡镇领导，
有的区纪委全程介入监督，街道乡镇内
部也会有纵向监督机制，还有群众督导
员参与。
今年 3 月份以来，全市“接诉即办”开
始实行“双反馈”，即各街乡镇群众诉求

办理情况要及时向来电人反馈，并同时
向 12345 反馈。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每月
对满意度进行回访，根据群众反馈情况，
对全市 16 区、333 个街乡镇进行“响应
率”、
“ 解决率”和“满意率”大排名，形成
群众考核评价体系。市委每月都会召开
区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会通报“接诉
即办”情况，从 5 月开始，媒体反映问题、
网络诉求和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诉求办
理情况一并考评，共分为先进类、进步
类、整改类和治理类四类。整改类即排
名靠后的街乡镇，治理类即市民诉求类

问题数量多的街乡镇，都会被一一点名，
从顶层传导压力。
排名靠后除了会被市委书记点名，还
可能被区领导约谈，房山区纪委书记近日
约谈了 4 名在全市“接诉即办”月度考核
中排名靠后的乡（镇）长，责成一个监督检
查室开展专项督查，对慢作为、不作为等
问题严肃追责问责。4 名乡（镇）长分别从
“接诉即办”基本情况、考核落后的原因及
整改措施三方面表态发言。
有的区纪检部门从一开始就全程
介入，通州区纪委监委派出了 15 个联合

派驻纪检监察组，重点监督全区各委办
局市民服务热线问题办理情况。今年
一季度，区纪委区监委还组成四个检查
组，监督检查全区各乡镇街道关于市民
服务热线反映问题解决落实情况。各
街道纪工委监察组也会进行监督，比如
玉桥街道监察组成员每天都会通过日
报了解办理情况，全程参与街道每周二
上午召开的热线调度会，监督问题解决
的时效和质量。
发动群众也是扩大监督覆盖面的措
施，通州区日前为 6 名“群众督导”发放了

聘书。他们将针对 12345 案件的处置情
况，不定时地在街面上进行“抽查”，实地
查看百姓的投诉是否真的解决了，解决得
是否满意，
有没有反弹等。
除了借助外力，街道内部纵向监督也
至关重要。例如在东城区东直门街道，
12345 热线派单下来的案件会实时传到
街道领导手中，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
每天要向街道领导汇报案件进展，哪些已
经解决了，哪些还没有解决，为什么不好
解决，
都要一一如实说明。
文/本报记者 李泽伟

市委书记提到的
“三率”
“
、四类”
是什么含义？
今年六次区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对
“接诉即办”
要求逐步深化细化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在每月召开的
区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上，市委书记蔡
奇会通报
“接诉即办”情况，市民诉求数量
多、综合评分排名靠后的街乡镇会被点
名，从 5 月开始，媒体反映问题、网络诉求
和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诉求办理情况一
并考评，共分为先进类、进步类、整改类和
治理类四类，每一类都会点名，会议还经
常提到
“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
，三率、
四类”
是评分排名的重要概念。
纵览今年的六次区委书记月度工作

点评会，北青报记者发现，点评内容逐步
深化细化，1 月的首次区委书记月度工作
点评会上，提到市里将对 12345 市民服务
热线受理办结情况进行追踪检查，1 月和
2 月的会议上都通报了当月接诉集中的前
10 位街道乡镇，3 月的会议上通报了当月
全市平均综合评分排名前十位和后十位
的街道乡镇，从 4 月的会议开始，点评会
一并通报市级有关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
的群众诉求办理情况。从 5 月开始，媒体
反映问题、网络诉求和 12345 市民服务热

线诉求办理情况一并考评，共分为先进
类、进步类、整改类和治理类四类，每一类
都会点名。在会上，综合评分排名靠前和
靠后的区也会被通报。
蔡奇强调，各区、各部门、各街道乡镇
工作做得如何，不仅看群众诉求数量，更
重要的是看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北青
报记者了解到，综合评分主要是通过计算
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这“三率”得出的
数据。响应率指 12345 将市民诉求直接
派单到街道乡镇，街道乡镇接到派单后立

即签收的比例，目前各街道乡镇都能做到
100%响应，满意率和解决率都是 12345
通过对市民进行电话回访，询问是否解决
诉求等情况得出的数据。
从 5 月开始，考评共分为先进类、进
步类、整改类和治理类四类，
6 月的会议沿
用了这个分类。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先进
类、进步类、整改类的排名标准是通过将
各街道乡镇的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三
项数据按一定权重和方法计算后得出的
数据，先进类指排名靠前的，整改类是排

名靠后的，进步类指和上月数据相比进步
幅度大的，治理类则是市民诉求数量比较
多的街道乡镇。
文/本报记者 李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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