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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爸爸的困扰
花了近 20 天，跑了 4 个地方，才将孩子的各类证件办齐
——“我跑得还算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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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合力推进
打破各部门信息壁垒，实现信息数据共享

化多件事为
“一件事”

平均7个工作日即可在线完成全流
程办理，澄迈试点经验将向全省推广

办理条件

申请人须为新生儿母亲或者父亲
新生儿父母双方为海南户口，且婚姻状态存续
新生儿在我省医疗机构内出生，且出生未超出30个自然日
尚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和社会保障卡

新生儿的到来，给父母带
来无尽的喜悦。可要给孩子
配齐各类证件、证明，却是新
手爸妈们的“甜蜜负担”——

《出生医学证明》《儿童预
防接种证》、社会保障卡，以及
给新生儿办理落户和落地险，
5个事项清单，涉及卫健、公
安、人社、社保、医保等多个部
门，须提交材料近10份。这
样耗时长、环节杂、材料多的
办事流程，常常让家长辗转多
地，费力费时。

有家长反映，这些手续中
用到的身份信息材料，很多都
是重合的，现在大数据发展很
快，为什么各个环节不能通用
一套信息呢？

如何将新生儿办证的多
件事、多次跑，整合成一件事、
一次办？在全省“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中，省卫健
委将“出生一件事”列为本部
门7大堵点之一，牵头沟通多
个相关部门，推进“出生一件
事”集成服务落地实施。

这项服务目前正在澄迈
县开展试点，成效如何？

8月12日，澄迈居民姜祖俊下班后
回到家，第一时间去看看自己刚满月不
久的儿子。看着儿子睡得香甜，姜祖俊
露出了笑容。

“这孩子有福气，刚出生，就赶上了
‘出生一件事’，我给他办完所有证件、
证明，只跑了两次，就是最后去领取下户
口本和社保卡，其余的全部通过手机
App操作完成，整个流程只有10天左
右。”姜祖俊拿出孩子的户口本和社保卡
给海南日报记者看，同时他打开手机，指
着“码上办事”App说道。

据悉，“出生一件事”目前正在澄迈
县试点运行，已有13个新生儿家长通过

“码上办事”App中的“出生一件事”享受
到线上全流程集成服务，平均7个工作日
即完成5件事的办理，省时省力又省心。

此外，澄迈县政务服务大厅先行开
设了“出生一件事”专门窗口，形成线上
全程网办、线下专窗受理的一体化服务
新模式。

澄迈县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
人员裴文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澄迈县
试点是从今年5月开始的，前段涉及部门
的沟通和流程改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
尝试，通过不断调试和改进，如今已经形
成了一套顺畅便捷的申办流程。

她介绍道，家长可以在手机上下载
“码上办事”App，通过“出生一件事”栏
目发起申请，根据实际情况在线填写申
报表格、提交材料即可。平台系统会将
申报信息进行智能分发，各相关业务部
门则按照流程进行审批。每个环节办结
后都会有短信提醒家长，家长可根据提
示的时间和地点去领取相应证件，最多
11个工作日即可完成所有事项的办理。

“家长不用再去各个部门提交材料
了，通过手机一次性申报后，孩子和父母
的相关数据信息就开始在各业务部门之
间流转，最终完成审批。”裴文超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目前体验过“出生一件事”
的新生儿父母，反馈都很好。

“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办手续竟
然可以这样便捷，直到在家里收到领取
证件的短信提示我才相信。”姜祖俊笑
着说。

省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出生一
件事”集成服务，也是响应海南今年实施
的政务服务“零跑动”改革，是对“网上
办”“掌上办”“一件事一次办”工作的落
实，待澄迈县试点经验成熟后，这项服务
将逐步在全省助产医疗机构推广，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为了破解新生儿办证事项中的堵点、难
题，近日，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工作专班
的统筹下，由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联合省
公安厅、省政务服务中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省医疗保障
局、省大数据管理局等部门，研究制定了针对
新生儿出生办理流程的优化方案，形成一件
事一次办的“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

省卫健委审批办有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出生一件事”依托海南省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将开具《出生医学证明》、婚生
子女出生户口登记、新生儿落地参保申报核
定、《儿童预防接种证》申领、社会保障卡申领
共5个单项，整合成群众能够一次办成的“一
件事”。

如何整合？即通过对各业务的精细化梳
理，让多个相关部门系统数据共享，实现“一
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口受理”

“一网审批”“一体管理”，以“数据跑路”代替
“群众跑腿”。后台数据实现了互通，前台就
可以大幅精简材料、环节、时间和群众跑动次
数，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科室协同办”。

“要想实现‘出生一件事’，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儿！”该负责人拿出了一份准备发布的
《关于做好海南省“出生一件事”推广应用工
作的通知》，这份通知是由上述7个相关职能
部门联合签发的。

“‘出生一件事’难点在于，《出生医学证
明》的存储和流转方式，以及卫健、公安、社
保、人社系统的共享问题。7个职能部门必
须改变已经实行许久的工作流程和信息登记
方式，串联到一起才可以打通堵点，真正方便
百姓。”该负责人介绍，以《出生医学证明》的
办理为例，《出生医学证明》有三联，传统做法
是，医院将第三联留下存档，将第一、二联交

给家长。家长
保存第一联，将
第二联拿到辖区
派出所（办证中心）
办理落户登记。这个
难点环节如果不能实现电
子化流转，那么“出生一件事”的
流程就很难做到最大程度的简化。

“我们需要做的是打破多个部门原有的
信息壁垒，实现各部门信息数据的共享，为

‘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不见面审批提供后台
支撑。”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工作专班业务
架构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卫健委还将“出生一件事”
列为本部门7大堵点之一，多
次召开专题会、推进会、
开展实地调研，沟通相
关厅局，强力推进“出
生一件事”集成服务落
地实施。

经过多部门的研
究，最终制定了新生
儿出生办理流程的
优化方案。仍以《出
生医学证明》的存储
和流转方式为例，优化
方案决定用《出生医学证
明》第一联的电子证照进
行流转，第二、第三联全部
放在医疗机构进行保管，
公安部门不再要求家长提
供第二联。这是国内首创
的一种流转方式，为“出生一
件事”集成服务的试点开展打
好了基础。

给新生儿办证有多麻烦，李峰的故事或
可见一斑。

7月初，海南居民李峰的孩子诞生了，全
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而给孩子办理各种证
件，则让李峰首次体验到了为人父母的不易。

“老婆要坐月子，给孩子办各种证件、证
明的‘重任’就落到我这个新手爸爸身上了。”
李峰说，他并不清楚要给孩子办哪些证、去哪
里办、需要什么材料，只好一路办、一路问，全
套流程走下来，让他直呼“费劲”。

最先拿到手的，是医院开具的《儿童预
防接种证》，随后，李峰用自己和妻子的身份
证、户口本和孩子的准生证，在医院办理了
《出生医学证明》。这两个证当时就拿到手，
李峰感觉良好，可谁知，漫漫办证路这才刚
开始。

拿上孩子的出生证明，以及夫妻的身份
证、户口本，李峰先是驱车50多分钟，到妻子
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给孩子申请落户，“下午
出门，拿到户口本回家，天都黑了。”

有了户口，孩子还要有落地险和社保卡，
随后的一些医疗费用才能顺利报销。由于工
作繁忙，李峰向单位请了假，计划先赶去所属
辖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窗口，办好了新生儿落地险，再去银行申领社
会保障卡。但当时政务中心办事人员较多，

李峰这趟出门只够办完落地险。
于是过了几天，李峰又向单位请了半天

假，跑了一趟银行，给孩子办理社会保障卡。
就这样，上班、请假、上班、再请假，李峰

前后花了近20天，跑了4个地方，才将孩子
的各类证明证件办齐。“我跑得还算少的，我
还遇到不少孩子爸，材料没带够，不得不回家
取了重来一次。”李峰说，他很能理解这些新
手爸爸的困扰，因为孩子刚出生，本来家里就
人多事杂，手忙脚乱，稍不注意就漏带材料、
白跑一趟。

“其实我注意到，每到一个环节，我们都
需要用户口本、身份证、孩子的出生证明这些
材料，来反复证明自己的身份和信息，现在大
数据发展很快，为什么各个环节不能通用一
套信息呢？这样让老百姓可以少些折腾。”李
峰说出了许多人的困惑。

的确，目前我省新生儿出生后，家长
需到卫健、公安、社保、人社等多部门，办
理《出生医学证明》、户籍登
记、参保登记、社保卡申
领等事项，层层审批，
程序烦琐，耗时过
长，给老百姓的
生活造成了诸
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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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事项

申领《出生医学证明》
办理《儿童预防接种证》
婚生子女出生户口登记
新生儿落地参保申报核定
申领社会保障卡

所需材料

在海南省登记结婚证的夫妻，可通
过电子证照库调取“结婚证”电子证照

在海南办理身份证的夫妻，可通过电子
证照库调取“居民身份证”电子证明文件

不符合以上情况的新生儿父母，若
线上办理，需上传身份证及结婚证照
片，若通过线下政务中心综合窗口办
理，需携带身份证及结婚证原件

“出生一件事”

扫一扫看H5产品

“出生一件事”办理指南

·延伸

扫一扫看视频

解除新手爸妈的“甜蜜负担”

下载“码上办事”App
（或使用小程序）

首页下栏“办事”菜单

“便民服务”中
“出生一件事”入口

按要求填入信息，提
交相关证件材料

接收短信通知，根据提
示线下领取相关证件

澄迈居民姜祖俊
通过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线上平台办理了
《出生医学证明》、婚生
子女落户登记、新生儿
落地险和社会保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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