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腹中有诗气自华。去年，市图书

馆以“全民阅读”推广为重点，创新活

动载体，开展“一个读书节，两大讲坛，

三个社团，四大系列”等丰富多彩的读

者活动，让书墨的芳香飘进千家万户。

去年3至7月，市图书馆以“书香

瑞安·全民阅读”为主题，推出“阅读推

广”、“互动评选”等6大板块共20多

项活动，同时，开展“玉海讲坛”和“心

兰讲坛”两大讲坛活动，承办多场公益

讲座，为市民打造“精神粮仓”。

孩子们对话剧社表演的《小王

子》、《逃离疯人院》等话剧仍记忆犹

新，这是市图书馆推出三大社团活动

的成效之一。去年，图书馆以读书话

剧社、朗诵社和沙龙社为活动载体，开

展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针对不同的

年龄层，图书馆还别出心裁地推出了

“亲子阅读”、“快乐学堂”、“最美夕阳”

和“古风流韵”四大系列活动。

硬件设施亦要一齐抓。图书馆全

力打造“总分馆、城市书房、图书流通

站、农家书屋、汽车图书馆、掌上图书

馆”六位一体的新型公共图书服务体

系，倾力编织立体式的“城乡书网”。

据了解，目前已创建11个镇街分馆、1

家24小时城市书房，102个图书流通

站和259个农家书屋，开放心兰书社、

玉海楼后花园书房。去年，市图书馆

外借文献114.3万册（盘）次，已连续

六年居温州各县级馆首位；新办理读

者证3.3万个，累计持证数11.3万个，

首次突破十万大关，接待读者143万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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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做活为民服务大文章
解读我市 2016 年度机关效能优秀科室的服务理念

■记者 张洵煜 通讯员 曹君君

近期，由市作风效能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 2016 年度机关效
能科室民主评议活动结果出炉。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市卫生监
督所、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市民政局社会工作综合科、市公安局
出 入 境 管 理 大 队 和 市 图 书 馆 被 评 为 2016 年 度 机 关 效 能 优 秀 科
室。

它们承担着怎样的工作职责？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怎样的
成效？让我们走近这些优秀科室，解读它们的服务理念。

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为劳动者撑起维权“保护伞”

受理解决欠薪投诉举报案件

1042件，为4581名劳动者追回欠薪

8071万元；共处置10人以上群体性

欠薪投诉案件94起，涉及金额3013

万元、人数5759名；处置非理性讨薪

案事件36起；移送涉嫌犯罪案件46

起，其中公安立案20起，化解14起，

判处刑罚 7 人；对 39 家在劳动保障

方面有较大违法行为的用人单位和

个人进行行政处罚，罚款总额 36.6

万元；书面审查用人单位11918家，

接受 12333 等电话咨询投诉服务

15455次⋯⋯这是市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交出的2016年成绩单，数字的

背后是该大队多项举措的合力。

自2015年起，每至元旦春节期

间，在市领导重视和部署下，市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开启专班负责包案化

解工作机制模式，由市委办、市府办

牵头，各派出一名副主任带队，抽调

公检法、住建、人社等工作人员集中

联合处置，合力负责欠薪处置工作，

并按照处置主体和属地原则，规定

各责任单位对重要案件实行包案化

解，有效化解诸多劳资矛盾。去年，

该大队结合专题会议形式，成功解

决飞云第二外国语学校主体工程建

设承包单位、温职院瑞安分院一期

工程建设总包单位等案件。据统

计，去年利用专班机制共化解欠薪

案件 239 起，涉及劳动者 2000 余

人，涉案金额达 4000 余万元，协调

督促包案化解重点案件 59 件。同

时，该大队出台住建、人社合署办公

机制，强化部门联动，有效化解矛

盾，为劳动者撑起维权“保护伞”。

市卫生监督所：

卫生监督的安全“卫士”

切实加强医疗市场、公共卫生

领域监督执法和执法队伍建设是

市卫生监督所的使命。市卫生监

督所一手抓执法，一手抓服务，软

硬并举，淋漓展现安全“卫士”的

飒爽英姿。

去年，市卫生监督所铁腕推进

打击非法行医百日攻坚行动，规范

提升医疗市场服务水平。各卫生

监督分所每周至少开展1次突击检

查，采取高频率打击模式，对非法

行 医 实 行“ 露 头 就 打 ”的 高 压 态

势。据统计，该行动共取缔、捣毁

非法行医点 102 家次，立案 44 起，

拟作出行政处罚和没收非法所得

计 140 余万元。申请强制执行 14

宗，案件移送公安部门 5 起。联合

公安、药监、工商、园林等多部门综

合打击非法行医 2 次，公安直接抓

捕2人。

与此同时，市卫生监督所主动

送服务上门，切实提高“四小”行

业办证率，实现由“最多跑一次”

到“一次都不用跑”的转变。“以往

群众都得来窗口办理业务，去年

11 月以来，工作人员上门送公示

牌、禁烟标识和基本的消毒设施

等，并帮助设计经营场所平面图，

努力做到让群众少跑路。”市卫生

监督所所长何调豹表示，去年 11

月至今年 1 月，完成“四小”行业办

证 700 余家。

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

用好钱袋子的理财管家

财政部门是政府的理财管家，

为群众用好钱袋子，集中财力支持

民生是其重要职责。市财政局社

会保障科精准把握财经纪律和作

风效能的“钢尺”，做好合法合规性

审查的同时，着力优化资金拨付流

程，为群众分好民生“大蛋糕”。

社保科注重优先解决底线民

生问题：去年开始，残疾人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

分按我市最低缴费标准给予全部

补贴；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给予全额补贴；城镇低保标

准提高至每月 681 元，农村提高至

每月 579 元等，各类救济对象的补

助普遍得到提高；落实困境儿童基

本生活保障制度和被征地农民转

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等，促使

我市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

钱袋子不仅要用得准，还要用

得及时。通过厘清科室职能交叉

事项，社保科将审批项目平均办理

时间提速 30%以上，并将资金审

批方式压缩了 40%的流程，并根

据实际情况实行“急事急办、特事

特办”。去年 9 月 28 日台风影响

我市，社保科联合民政部门第一时

间审核救灾资金，30 日及时下达

了第一批救灾生活补助资金 500

万元，并在国庆假期加班加点，密

切关注灾情变化和资金使用情况，

当好“后勤保障员”。

市民政局社会工作综合科：

培养社工的摇篮

“守护天使·预防儿童走失”项

目登上央视舞台；“未成年人附条件

不起诉帮扶项目”荣获第四届中国

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铜奖；“农村敬老

院社会工作项目”成为政府职能转

变的支点；“愿望树”、“守护明天”和

“云江童声”等系列公益项目为山区

留守儿童的成长护航⋯⋯这些爱心

项目离不开其背后的孵化者——市

民政局社会工作综合科。

市民政局社会工作综合科于

2013 年成立，仅由两名“铁娘子”组

成。科室小能量大，现已培育社工

1088 人，社工机构 17 家，服务涉及

老年人、青少年、儿童、妇女、残障人

士等人群，及社区、民政、司法、教育

等多领域。

去年，该科室创新尝试社会工

作网络授课，通过政府采购，为参加

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的考生开设

考前培训网课，同时，委托公益服务

中心在实施项目中增加“备战国考”

学习交流会，形成“线上学习线下沙

龙”新模式，受到考生的欢迎。

尤值一提的是，该科室 2014 年

起率全国之先搭建卫生系统社会工

作组织框架，推进社会工作与医疗

卫生服务互动互促，去年我市荣获

“全国首个医务社工示范地区”称

号。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在市人民

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经常会出现

身穿蓝马甲的社工志愿者，为市民

提供引导与咨询，这便是医务社工

的价值体现之一。“我们还在延伸和

探索培养专业医疗领域的社工，如

开展糖尿病、血透病等疾病的帮扶

小 组 ，并 对 患 者 家 属 开 展 心 理 疏

导。”该科科长徐飞婕说。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五心”级服务打造“高颜值窗口”

走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的窗口大厅，井然有序的队伍，温馨

的照片墙，礼貌的微笑服务，如家般

的亲切感扑面而来，这是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大队用“心”打造美丽窗

口的缩影。去年，出入境大队提出

“精心管理、真心沟通、细心接待、用

心服务、文心提升”的“五心”服务理

念并全力兑现，让公安窗口有高颜

值的同时，更有贴心为民的高价值。

优化微信预约和排队取号系

统；简化办证手续，缩短办理时限；

实行周六无休制；实行免费人像采

集和材料复印，推出“满意拍”服务；

实行电子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 24

小时全天候自助服务；在全省率先

试点开通塘下派出所出入境证件受

理业务；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涉侨警

务小超市”⋯⋯去年，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大队推出系列便民举措，念

好“清、便、快、省、暖”五字诀，让市

民切实感受到建设智慧型美丽窗口

带来的甜头。

另外，出入境大队从实际情况

出发，解群众之急，为 3500 余名群

众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其中涉外领

养孤儿 7 名。去年共办理公民因私

出国（境）申请 18.5 万余份，同比上

升近 10 个百分点，实现了办证“零

差错、零延误、零有责投诉”。

市图书馆：

打好“一二三四”的阅读节拍

出入境微笑服务 市图书馆全民读书节活动市图书馆全民读书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