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版

●责任编辑：何娜   ●编辑：于舰勐    ●电话：8877240
●复审：马刚   ●校对：宋丽艳   ●电脑制作：吕爱琳    

2021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五

“自主选”“自助办” 这样的服务省时还省心
近年来，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对法治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如何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法治新期盼？我盟政法机关以人民群众需

求为导向创新工作，实现软硬件全方位升级，全力打造自助终端系统，不断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群众自助办理身份证

诉状自助生成

自助办理车驾管业务轻松又便捷
□记者  于天宇 

驾驶证期满换证、驾驶证遗失补
证、机动车 6 年内免检……办理这些
车驾管业务时，多少车主曾体会过“排
长龙”的无奈和辛苦。现在，办理这
些业务时不用再犯愁了，兴安盟公安
局交巡支队车管所业务大厅设置了机
动车自助选号机、车驾管业务自助受
理机、驾驶人自助体检机和机动车购
置税自助缴纳机，助力车驾管业务办
理更加高效、便捷、亲民。

自助选号机：为车辆选牌更便捷
“车牌号能自助选择了，还没有时

间限制，这回可得挑个称心如意的号
牌。”近日，家住科右前旗大坝沟镇的
孙亮一大早便来到盟公安局交巡支队
车管所业务大厅内，使用自助选号机
为爱车选取了蒙 F·7XXX3 的心仪车
牌号。

民警孙大勇告诉记者，车主可在
自助选号系统中按自己的喜好在 50
个备选车牌中选定自己喜爱的车牌号
码。“自助选号机上有 3 万个车牌号
可供车主选择，但车主使用自助选号
机选号需在 150 秒内完成选号。超过
150 秒的，系统会自动确定号牌列表
中的第一个为最终选定的号牌号码。”
自助选号机的引进，有效节约了车主
的办理时间。

目前，车主使用自助选号机已累

计办理车辆上牌业务 1300 余笔。
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机：让群众

立等可取
日前，乌市市民王先生到盟公安

局交巡支队车管所办理驾驶证期满换
证业务。在民警的指引下通过车驾管
业务自助受理机办理，不到 5 分钟便
领取了新的驾驶证。“太方便了，真没
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王先生高兴
地说。

据孙大勇介绍，车驾管业务自
助受理机是集机动车业务、驾驶证
业务、交通违法业务和信息查询及
变更等业务为一体的机器，其中又
包含了补领行驶证、换领行驶证、补
领号牌、换检验合格标志、期满换证
等 10 多项功能，办事群众通过自助
受理机扫描身份证即可到受理窗口
直接领取牌证，立等可取。记者了
解 到，群 众 在 业 务 办 理 过 程 中，只
需把二代身份证插入自助服务终端
机，在触摸屏上点击要办理的业务
类型，终端机就能自动读取身份信
息并受理业务，生成业务申请表格。
为了让群众获得更好的体验，盟公
安局交巡支队车管所安排专人现场
指导群众使用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
机办理相关业务。

目前，驾驶员使用车驾管业务自
助受理机已累计办理相关业务 8500
余笔。

驾驶人自助体检机：免去驾驶员
奔波之苦

驾驶人自助体检机可对驾驶人的
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辨色力等进
行自助检测，实现“一站式”自助办
结。驾驶人办理驾驶证领证、换证的
体检及拍照业务时，仅需 10 分钟就能
完成，方便了办事群众，提高了办事效
率。

据了解，驾驶人自助体检机是一
台集自助体检、自助拍照功能于一体，
融合人脸识别、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
算法、行为识别等技术，对人体行为及
肢体进行智能化检测的自助设备。孙
大勇介绍，以前初学申领驾驶证或期
满换证要先拍照，再到医院进行体检，
拿到纸质《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
明》或待医院传输体检结果后，才能
到驾校报名或车管所换证。现在驾驶
人自助体检机上线后，群众可使用“自
助体检机”刷身份证就可以自主完成
信息采集、体检、拍照以及缴费等流
程。拍照功能主要适用于办理驾驶证
和考试业务，办理以上两个业务的群
众可以根据自助机提示进行拍照，拍
完后照片可立即打印出来；体检功能
适用于初次申领驾驶证、增驾，驾驶证
期满换证，以及恢复驾驶资格的驾驶
人，有效节省了群众的时间。“自助体
检机的流程指引很清晰、灵敏，几分钟
就能完成体检，比以前方便多了。”办

理驾驶证换证业务的王先生使用了驾
驶人自助拍照体检机后表示。

目前，驾驶员使用驾驶人自助体
检机累计办理相关业务 5300 余笔。

机动车购置税自助缴纳机：“进一
家门”办“两家事”

“我刚买了辆新车，在车管所就可
以实现缴纳车购税，上税、落户一次性
搞定，太方便了，真正为我们着想。”
日前，驾驶员孙女士在盟公安局交巡
支队车管所业务大厅自助服务区使用
机动车购置税自助缴纳机办理完车辆
购置税后，随即在窗口办结了车辆落
户业务，前后仅用了 20 分钟。只跑一
个地方就为自己的爱车上了牌照，这
样的服务令孙女士很满意。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减少车主“两
头跑”，提高办理车驾管业务效率，盟
公安局交巡支队车管所与税务部门沟
通对接，协调了一台机动车购置税自
助缴纳机进驻支队车管所业务大厅，
实现了一站式办理缴税和新车入户
业务。“机动车购置税自助缴纳机进
驻车管所后，车主可以享受到购车缴
税、上牌一条龙服务，再也不需要‘两
头跑’，真正做到‘进一家门‘办’两家
事’，让缴税、上牌‘零距离’。”孙大勇
表示，该设备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一
站式”服务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目前，驾驶员使用机动车购置税
自助缴纳机办理相关业务 460 余笔。

驾驶员使
用自助业务受
理机办理驾驶
证换证业务

驾驶员使用
自助体检机办理
体检业务

群众正在使用
机动车购置税自助
缴纳机办理业务

让群众少跑腿
让数据多服务

□记者 王敏

日前，内蒙古圣泉律师事务所律师高胡依勒来到兴安盟检察分
院案件管理中心办理业务。在检务公开查询机进行身份注册后，检
察人员快速进行了注册信息审核，很快便完成了申请绑定案件、阅
卷、会见等事宜。高律师连声感谢：“检察机关不仅态度亲切，办事
效率也高。有了检务公开查询机之后，进一步提高了律师的办案效
率，省时省力，非常便捷。”

当日，律师高胡依勒在检务公开查询机上打开 12309 中国检
察网，点击登录按钮进行登录后，在个人中心便可看到“我的信
息”“我的案件”“我的预约”等三大功能，分别用于管理个人信息、
绑定案件查询和案件辩护与代理业务预约处理。高律师在“个人
中心”的“我的案件”功能中点击“申请绑定”，提交绑定申请，等待
案管部门绑定案件。整个过程仅用了几分钟，高律师就可以进行辩
护与代理网上预约、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等操作了。

盟检察分院案件管理中心作为检察机关接待律师的窗口部门，
在办理申请阅卷的过程中优化办理程序、提升服务质效，实现律师
阅卷“只跑一次，一次几分钟”。律师前来阅卷时只需提交“三证”，
由接待人员审查提交的相关材料，便可完成电子卷宗系统导出、电
子卷宗刻录等操作，整个过程只需要等待几分钟，节省了大量时间
和精力。此外，还设置了配有专用电脑阅卷等设备的律师接待室，
为律师阅卷提供宽敞安静的环境。

盟检察分院检务公开查询机集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公开法律
文书查询及辩护与代理事项预约功能于一体，主要服务于律师、案
件当事人，为其了解案件相关信息提供了便利，节约了律师的时间。
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减少了来访人员聚集、流动的风险，以实际行
动为疫情防控贡献了检察力量与智慧，做到了“让群众少跑腿，让
数据多服务”，进一步保障了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及律师执业权利。

检务公开查询

为民服务的“法律小助手”
□记者 于舰勐

近日，在兴安盟司法局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张
博操作公共法律服务自助终端系统。
不到 1 分钟，张博通过手机免费下载
了所需法律文书模板。

“以前，我从网上查找的法律文
书模板内容都不规范。现在，在自助
终端系统上下载相关文书模板，合
法性、规范性有了保障，真是太方便
了。”张博说。

随着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
前往盟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咨
询的人群日益增多，工作人员的工作
也逐渐繁重，接待每位来访群众的工
作时间较长，平均解答一名来访群众
所需时间大概在 30 分钟左右。为进

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
度、幸福感，2020 年底，盟司法局为
各旗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购置公共
法律服务自助终端系统，实现了我盟
公共法律服务自助终端系统全覆盖。
截至目前，全盟公共法律服务自助终
端系统服务群众 3000 余人次。

据了解，公共法律服务自助终端
系统能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大
部分工作职能，结合人工智能、大数
据和互联网的优势，全方位提供智能
法律咨询、法律文书模板、法律援助
网上营业厅、法律计算器、人民调解、
司法鉴定、案例库查询等多项功能，
还可以查询到全盟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律援助中心、
司法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律师
事务所的联系电话、地理位置、功能、

职能等信息。
盟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负

责人介绍说：“在来访咨询群众较多
时，中心工作人员会进行分流，让一
部分人利用自助终端系统解决问题。
该系统在操作上非常简单，涵盖内容
也非常广泛，反馈给群众的内容更直
观、更明了。引入自动终端机后，使
我们为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法
律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家住罕山小区的刘大娘，今年 68
岁，2015 年 1 月发生的债务问题始
终没有得到解决。经得知盟司法局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有咨询解答等服
务，便来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咨询相
关法律问题。由于刘大娘听力障碍，
与值班律师沟通起来非常吃力，每当
律师询问重要细节时，刘大娘总是听

不清楚，更回答不上来，值班律师只
能通过书写方式与其进行沟通。随
后，工作人员将刘大娘指引至公共法
律服务自助终端系统，经过简单引
导，刘大娘便掌握操作技巧，在自助
终端系统上填写了自己的问题，找到
了与自己有关的法律依据，并记录下
来。

今年以来，盟司法局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550 人
次，提供法律咨询 1000 余人次，代写
法律文书 96 人次，受到群众的一致
好评。盟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公共法律服
务供给的新途径，为群众打造“窗口
化”“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更
好地满足了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自助补换身份证仅需 3 分钟
□记者  于天宇

“真是太方便了，操作也非常简
单，几分钟就完成了。更重要的是，
周末也可以办理。”8 月 20 日，市民
王先生来到乌兰浩特市公安局胜利
派出所，在居民身份证自助申办设备
上挂失并补办了身份证，仅用 3 分钟
就完成了办证流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居民身份证
自助申办设备前，王先生根据语音提

示调整仪容、坐姿，并在机器的实时
监测功能下进行拍照。随后，他在身
份证自助办理设备系统上面输入选
择业务类型、指纹信息、电子签名确
认等内容，在身份证自助办理设备上
自助缴费并领取了回执单，全程仅用
了 3 分钟。

据了解，身份证自助办理设备操
作流程简便易懂，居民在自助拍照机
拍照后，在自助申领机输入身份证号
码、采集指纹并进行指纹核验，再填

写申请信息，最后使用现金缴费，相
关信息就会被审核上传至公安机关
进行制证。身份证制作好后，居民还
可通过自助领证机自助领证。为方
便群众使用，胜利派出所还在办证大
厅内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引导操作。

盟公安局户政部门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身份证自助办理设备集自
助拍照、自助受理、自助领取等多功
能于一体，业务范围适用于二代身份
证到期换领、丢失补领等情况。使

用该自助设备，居民可不受节假日影
响，办理操作步骤简单快捷，全天候
24 小时随时办理，该设备的投入使用
实现了信息化在户籍管理业务上的
延伸。

据 悉，全 盟 共 投 入 使 用 3 台 24
小时身份证自助办理设备，分别设立
在兴安盟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乌兰浩
特市公安局胜利派出所、科右前旗公
安局科尔沁派出所，目前已累计办证
3500 余个。

诉讼服务“智慧舱”自助服务更便民
□记者 王敏

“没想到在盟法院的诉状自助生
成终端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可
以拿到一份民事起诉状。不仅节约
了时间，还不掏一分钱，真是太方便
了。”8 月 19 日，家住科右前旗的施
先生高兴地说。

在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经常有
当事人咨询“诉状谁来写”“怎么写”
等问题，有些当事人书写的诉状或格

式错误，或诉讼请求、事实理由不清，
经工作人员释明后，需要当事人重新
提交，费时费力。而当日，施先生用
诉状自助生成终端解决了写诉状的
难题。

盟法院立案庭书记员王洋对记
者说：“该终端屏幕列表中有各类民
事案件类型，包括民间借贷纠纷、离
婚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继承纠
纷、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等。当事人
将身份证放到指定位置，按照屏幕指

示选择诉讼类型，随即进入问卷页
面，诉状辅助生成系统根据司法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整理诉状要素，形成引
导式问卷选项。”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施先生按
要求填写了屏幕显示的问卷内容，
其中包括借款行为发生时间、借款
金额、借款用途、还款期限等，随后
自行生成了起诉状。施先生还将起
诉状通过二维码保存至手机上对诉
状电子版进行了二次完善编辑，并

当场打印。从放置身份证到诉状生
成，几分钟内就能完成，节省了当事
人的时间和精力，让书写诉状不再
难。

盟法院积极推进智慧法院建设，
“24 小时自助诉讼服务中心”满足了
诉讼活动不受时间限制，随时都可以
办理，可以自助完成立案、文书自取、
案件查询、自助缴费等，解决了当事
人在法院非工作时间不能办理的问
题，进一步方便了当事人。

居民身份证自助申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