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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红船精神 奋斗高质量发展

市行政服务中心新增值班服务

工作日下午 1 点 你就可去办事
■记者 杨平平

通讯员 陈赟杰

本报讯 昨日下午 1 点刚过，走进市
行政服务中心，记者看到，虽然还是中午
休息时间，但窗口工作人员已经就绪，一
些群众正在办理事情。
“我刚买了房子，需要过来登记一下
办理一些手续，没想到一点钟就能办理
了。”刚办理好不动产登记业务的吴先生
说，本来还以为要等到下午一点半才能办
理，没想到提早了。
记者从市行政服务中心了解到，自 11
月 5 日起，市行政服务中心新增工作日值
班服务，优化周六值班服务，延长中心服
务时间，进一步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提
高群众办事满意率，增强企业和办事群众
对改革的获得感。

今年，全市“大走访、大宣讲、大解放” 周六增加了办事事项。
活动启动以来，市行政服务中心积极响
如今，每天下午 1 点，群众便可以去
应，先后多次走访群众和企业，倾听群众
办理包括不动产登记、公积金、公安服务
和企业需求。
“走访中，一些企业和群众提 （出入境）、人社服务、商事登记、投资项目
出希望延长服务时间的建议。”市行政服
等高频办理的审批服务事项，以及关联的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走访中
水务、电力、燃气、数字电视、公交卡、公共
提到的办事时间问题，市行政服务中心进
自行车、便民复印等公共服务。在周六，
行了汇总并加以研讨。
群众可办理事项在原来的不动产登记、公
随后，市行政服务中心开始谋划工作
积金、水务、电力等审批服务和公共服务
时间的调整。
“很多工作都必须做在前面， 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安服务（出入境）、商
比如和各个部门窗口去沟通协调，安排值
事登记等审批服务。
班时间等等。”该负责人说。
“延长服务时间，不仅能够配合群众
10 月底，
《市行政服务中心值班服务
办事时间，而且还能把办理事项分流，解
工作方案》正式下发。从方案中，记者看
决了办事等待的时间。”该负责人表示，
到，此次调整的值班服务包括工作日、周 “接下来，服务内容方面也将根据实际情
六值班服务。其中，工作日期间，市行政
况，增加办理事项或者减少，尽量把流程
服务中心将值班时间常年调整至 13 点； 理顺，让群众享受更便捷的办事服务。”

■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着力抓好“三大”活动

到机关工作不到一年，第一次参加大规模基层走访

庄桂林：从难以招架到进入“角色”
日记
走访
9
0后干部

庄桂林（右）在走访农户。
（本人供图）
人物名片：庄桂林，1992 年出生，
2015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现任职长安
镇（高新区）纪委纪检干事、政协长安
镇联络委联络员、长安镇（高新区）团
委副书记。

点赞
群众工作能手

昨 天 傍 晚 ，周 王 庙 镇 举 行“ 红 立
方”党员志愿服务大巴士暨“群众工作
能手”颁奖晚会，20 位“群众工作能手”
接受表彰。旨在通过表彰，以榜样的
力量带动全镇党员干部走进基层、走
近群众、走到矛盾一线，高质量打造
“红船旁”党群干群关系最优镇。晚会
上还举行了文艺汇演，一个个精彩的
节目展示周王庙党员干部深入群众、
深入一线，听民声、访民情、纳民意、解
民忧的生动形象。
■记者 凌姝燕 王超英 摄

■记者 万姗 整理

“尽量尽快解决”。
寥寥数语，便疾步离开。说实话，此
从踏出校园到机关工作，
“社情民意
时心情有点低落，但还是硬着头皮完成
大走访、
‘ 八八战略’大宣讲、思想观念大
了第一天的走访。
解放”活动是我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基
回到村里已是晚上 7 点，上午的“发
层走访，从一开始的红脸窘迫，到后来放
难”却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我和村
松自信，我终于进入“角色”了。
书记讨论起来，这个需求该怎么满足。
收到“大走访、大宣讲、大解放”活动 “如果可以，我想快点推进，让群众信任
通知的那一天，我心里有一丝忐忑，因为
我一次。
”我对村党组织书记说，书记也
我刚进机关工作不到一年，还没怎么接
表示赞成，他说这件事做起来不难。
触过群众工作，要是群众提问我答不上
第二天，村里便找人制定了方案、确
来怎么办，肯定显得我“不专业”……在
定了施工方。一星期后，我再来到老地
懵懂之中开始了第一次走访，事实证明， 方，道路已经拓宽了。农户们很高兴，对
比想象的还要难。
着我们竖起了大拇指，此时，我油然生出
那 一 天 ，我 早 早 来 到 长 安 镇（ 高 新
一丝欣慰与自豪。
区）德丰村，与村党组织书记进行了简单
万事开头难，经历过这次历练，在后
沟通，顺便了解下走访农户的情况。走
来的走访中，我瞬间放松了，应对群众的
到农户家门前，看我是张陌生面孔，村民
提问也更有自信了。这几个月中，我边
们并不买账，有些爱理不理。
走访边收集问题，和村里一起配合解决
我急忙表明来意，是代表镇里来听
了不少诉求。
听大家有什么需求。
“你看，门前道路这
以前坐在办公室不觉得，经过这次
么窄，汽车都开不过，能给解决吗？什么 “大走访、大宣讲、大解放”活动，我发现
时候解决？”一位农户机关枪似的发问， 原来工作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得到群众
让我难以招架。
的肯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更牢固
我第一次来这个组，一时间也不知
地扎根基层，与群众系在一起，更实更好
道怎么回答，气氛有点尴尬，最后只好说
地服务。

全国消防日
体验火场逃生
■见习记者 陈奕新

实习生 陈栋梅

本 报 讯 11 月 9 日 是 全 国 消 防
日。昨日下午，
市消防大队在市人民广
场举行全市 119 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今年的 119 消防宣传月主题是“全
民参与 防止火灾”
。现场，
市消防大队
开展了有奖竞答、
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3 名志愿者还体验了模拟烟室逃生。

嘉兴来我市
督查安全生产
■见习记者 褚晶君

通讯员 孙超

本报讯 11 月 8 日，嘉兴市安监
局来我市督查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
工作。
督查组一行先实地督查了浙江三
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化工装置、
连锁控制系统以及储罐区，仔细查阅
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的台账资料。随
后来到海宁市长宁印刷材料有限公
司，听取了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介绍，
通过“全员安全生产云平台”查看了企
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督查组对我市落实安保工作不松
懈、持之以恒做好危化品领域各项安
全监管措施表示肯定，并要求我市增
强做好危化品领域安全保障工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继续深入开展危化品
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严
格危化企业人员驻守制度和带班值勤
制度，加强企业负责人、员工宣传教育
培训，同时强化应急值守和事故“零报
告”制度。

全市餐饮单位
油烟防治大培训
■记者 杨平平

通讯员 王建鑫

本报讯 近日，市小餐饮办公室
在许村镇举办餐饮油烟治理知识培
训班。
“餐饮油烟已成为城市大气环境
中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对 PM2.5 的贡
献率超过 10%”
“ 净化设备应当定期清
洗，过度聚积的油污是发生火灾的重
要诱因”
“法律法规要牢记在心
间”……一句句简洁易懂的解说词，一
个个贴近实际的例子，一条条铿锵有
力的法律法规，从讲解人口中传达到
接受培训的餐饮单位负责人耳中，引
发了全场的思考和共鸣。
“这样的培训，我们每个镇街都将
举办一场。”市小餐饮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目前已经举办 5 场，接下来还有 7
场，预计将有超过 3000 家餐饮单位的
负责人接受培训，
“ 通过培训，让餐饮
单位负责人更加清楚地了解油烟及其
危害，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让老
百姓更加了解油烟防治，进一步推进
大气污染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