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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确一提高”
规范窗口服务

一目了然 居民满意

简讯
速递

“您好，办理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需要提

“在明确岗位要求方面，我们社保所严格

平时，居民来办理任何业务，服务人员都要熟

供身份证原件等六份材料，这六份材料的名

依据地区
‘三定方案’
及分工安排，
明确了所有

悉开展自身业务所依据的政策法规，能够解

称，我已经给您打印出来了，您按照这个材料

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对于新增业务，
也都及

答群众所咨询的问题。

回去准备就可以了。”这些为民服务的话语，

时明确主责人员，
真正做到了
‘事事有人负责’

抓落实——“管理多管齐下”

为切实做好元宵节期间的

在来广营地区办事处一站式服务大厅每天都

的工作要求。”
社保所所长易从容介绍说。

食品安全工作，使辖区百姓过

可以听到几十遍，居民来办理业务，每位工作

精服务——“熟记法规政策”

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元宵节

人员都非常耐心、细致地解答。

前夕，来广营食药所开展了元

高要求——“事事有人负责”

元宵抽检
您放心吃

“民生工作要严格按照政策法律办事，不

为切实将
“五明确一提高”
落到实处，
来广
营地区办事处也通过考勤、绩效考核等多种方
式进行监督。
“我们这里安装了打卡机，
每天上下

能出现任何纰漏。为了让每位工作人员都能

班都要打卡才可以。”
社保大厅的负责人介绍。

宵、汤圆市场的专项检查工作。

据悉，为切实提升为民服务水平，提高群

熟悉业务，地区办事处将服务内容、政策依

在一站式服务大厅，
通过LED显示屏的形式，
告

2 月 9 日，食药所执法人员

众满意度，
打造服务型政府，
经过前期调研、座

据、办事流程、办理期限、工作要求等汇编成

知居民每个窗口的服务事项，
居民来办理业务

对物美北苑店销售的元宵、汤

谈研讨，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等基础工作，
2016

两本政策选编。一本是《常用民生保障及社

能够一目了然。

圆进行了监督检查。现场检查

年 4 月，
来广营地区办事处面向社保、民政、计

会建设法规》，涵盖绿隔建设及农转非安置、

“现在来社保大厅办理业务再也不用来

了元宵、汤圆的供货商资质、进

生等服务窗口提出了“五明确一提高”的工作

人口与计划生育、教育卫生等政策 8 个大类，

回跑了，只要来了告诉他们办理啥业务，他们

货票据、检验报告、销售环境、

要求。即明确岗位职责，明确业务内容，明确

41 个小类。另一本是《常用社会保障法规政

给个小卡片，按照小卡片上的要求，回去准备

储藏条件、冷冻冷藏设施、是否

政策依据、明确办事程序、明确纪律要求，
切实

策选编》，包含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市区政策

资料，一次就能把业务办理完了。”居民刘女

有过期变质食品等，同时执法

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文件 47 项。”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屈国华说。

士说。

文/记者

唐雨嘉

人员使用快速检测设备对该店
销售的散装元宵、汤圆进行了
快速检测，检测结果均为合格。

广达路社区

做做手工
开开脑洞
2 月 8 日，广达路社区开展
了“多彩寒假动动手，脑洞大开

第一届社区工作者才艺大赛成功举行

能人荟萃 动静皆宜
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工作者精神文化生
活、凝聚人心、激发活力、展示风采，近日，来
广营地区社区工作者工会成功举办第一届社
区工作者才艺大赛。辖区全体社工 280 余人
欢聚一堂，共同观看了此次比赛。地区工委
书记左景全，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刚，
乡人大主席韩潮等领导出席。

长知识”的青少年寒假社会实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

践活动。活动本着丰富社区青

爱”整场比赛在莲葩园社区的歌伴舞《好运

少年的寒假生活，培养兴趣爱

来》中拉开序幕。紧接着，男声独唱、现代舞、

好，加强动手和思维能力的主

集体舞、手语表演、
“ 模特”走秀等 10 个动态

旨，让他们充分感知到手工制
作的趣味所在。

才艺表演轮番上阵。清苑路第一社区的舞蹈
《青春修炼手册》展现了年轻人的蓬勃朝气，
尽显青春风采。北苑一号院社区“模特”队的

心灵手巧的人。”据社区办负责人介绍。在动

电话沟通和需求调研，将社区

《梦入桃花源》带领大家领略了中国古典美，

态才艺展示之余，现场还展示了社区工作者

据了解，此次才艺大赛是来广营地区加

青少年按照年龄段分为两组，

展现了中国传统旗袍的魅力。参赛选手们纷

的书法、剪纸、绘画、手工制作的蛋糕、饼干等

强社工队伍建设的又一有力举措，通过活动

年长的青少年学习较难的剪纸

纷演绎了各具特色的节目，用才艺展现新时

静态才艺作品 12 幅。在才艺比拼过程中，还

挖掘人才、带动工作热情，以才艺展示的方式

技艺，年幼的青少年学习比较

代社区工作者的新面貌，
赢得阵阵掌声。

穿插了《七拼八凑》、
《王子与公主》等游戏环

展现出社区工作者自信、团结、积极向上的精

“社区工作者队伍还真是
‘卧虎藏龙’，多

节，增强了欢乐的气氛。经过激烈角逐，经评

神风貌，更好地传递了正能量，为推动和谐社

才多艺。除了唱歌跳舞的才艺外，还有很多

委打分，共产生最佳创意奖 6 名，最佳组织奖

区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前期的

容易的 EVA 立体相框制作。
剪纸活动现场，
社区工作人

7 名，
最佳作品奖 6 名。

文并摄/魏新华

员利用 PPT 的形式将剪纸的历
史由来、寓意、步骤和要领细心
地讲授给在场的青少年们，
孩子
们都听得很入神，开始动手后，

敬老爱老 从
“头”
开始

他们将所学内容运用到实践

立城苑

中。不一会儿，一幅幅惟妙惟

在立城苑社区，有一支党员义务理发队，

队。针对这种情况，社区党总支决定成立一

肖、活灵活现的花鸟剪纸跃然纸

成立三年来，已为社区居民免费剪发 2000 余

上，
“剪纸技艺真的是博大精深，

人次。近日，立城苑社区党员义务理发服务

个义务理发队，社区里的老年人都可以来理
发。
“ 最开始有几个党员，我们就起名字叫

通过亲自动手我感受到了中华

队再次行动，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为 30 多位

‘党员义务理发队’，后来居民渐渐熟知了我

传统文化的奥秘。”青少年宁思

居民免费理发。

们这个理发队，也有群众参与进来，理发队

当天早上 8 点半，理发服务队的志愿者

现有九名理发师，其中一名还是专业理发

每一位青少年都充分发挥自己

们就来到了立城苑社区活动室，穿好整齐的

师。”社区负责人说。义务理发队除了在每

的想象，不拘泥于制作流程，各

“工作服”，将工具包里的剪子、梳子、电动理

个月的 28 日免费为居民理发，还到颐养中

涵高兴地说。立体相框制作时，

有特色地完成了作品。
此次手工制作活动培养了
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受

发器以及围裙准备好，等待着居民的到来。

后，让她自己用手感受一下，
“挺好的，长短正

心为那里的老人义务理发。如果社区里有

服务队里负责后勤的赵玉华老师在前一天，

合适，
谢谢您了。”

老人行动不便，理发师们也会上门服务。

就将电动理发器充足了电。

在义务理发的两个小时里，理发师们都

“我们这些理发师，来理发就跟上班一

到了孩子们及家长们的一致好

9 点左右，居民陆续来到活动室，赵老师

没有闲下来过，居民纷纷表示，理发师们的技

样，到日子就来了。”赵玉华老师说。通过为

评，
“ 社区举办的这个活动非常

一个个登记，居民们自觉排队理发，理发师们

术非常棒。
“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简单修剪

居民理发，拉近了邻里间的关系，社区里的氛

好，孩子们在这里既能提高动

则根据居民需求进行理发。
“我要三毫米的寸

一下，不需要烫染，他们剪得已经很好了。”

围也更好了，
大家熟知了，
成为了朋友。

手能力，还可以交朋友，以后我

头。”居民李先生说。
“ 好嘞，那我给推子换个

据了解，立城苑党员义务理发队成立于

们还会来参加的。”一位青少年

头。”理发师回应道。
“这样行不行？您摸一下

2013 年 5 月，由于立城苑老年人比较多，去

文/记者 唐雨嘉

后面头发的长短。”理发师为张阿姨剪完头发

理发店理发道儿远、价格高，有时还要排长

家长表示。

温馨提示：立城苑党员义务理发队下次
理发时间改为 2 月 27 日（农历二月初二）。
文/记者 唐雨嘉 摄/韩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