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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塘下，专做司法调解的“老李

调解室”名气不小。“老李”名叫李贤

隆，今年71岁，有着丰富的基层调解

工作经验。现在，“老李调解室”已

成为塘下的品牌调解室，将大量矛

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

“纵横全覆盖调解网络的搭建，

让塘下人民调解工作基础更加坚

实。”塘下司法分局副局长潘高健介

绍，通过推进基层调解网络建设，纵

向加强镇、办事处、村三级调解组织

网络建设，横向加大对警调、诉调、

交调、劳调、医调等专业调解室的指

导，为群众第一时间提供调解渠道，

达到“案件不出镇”的效果。

此外，该分局专门成立疑难案

件调处小组，建立大调解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发动农村法律顾问“走村

入户”为困难人群提供法律援助，推

动了大调解工作的多元化纵深发

展。据统计，2016年，塘下镇共排查

调解矛盾纠纷 2104 件，调解成功率

达100%。

建立午间报到制度、组织新入

矫的社区矫正人员参加入矫宣告仪

式、主动上门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矫

正对象办理手续⋯⋯在社区矫正方

面，该分局推出多项社区矫正便民

措施，牢筑辖区内社区矫正的安全

防线。

改进作风、改善服务、创新方法
2016年度基层站所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先进单位展示

■记者 苏盈盈 陈丹丹 通讯员 陈茂浓

基层站所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窗口，其作风如何事关党和
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我市 2016 年度基层站所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
结果揭晓，市司法局塘下分局、市市场监管局仙降所、交警莘塍中队等12个基
层站所获评“先进单位”。

高满意度是如何取得的？近日，记者随机走访了7家单位，发现这些单位
在工作中改进作风、改善服务、创新方法，让办事群众真正受益，得到了老百
姓的认可。

[湖岭卫生监督所]
为山区群众提供“保姆式”服务

近日，林川镇一家理发店店主

林碎茶收到了湖岭卫生监督所工作

人员送来的卫生许可证、消毒药品、

皮肤病专用箱等物资。“太感谢了！

你们不仅上门帮忙搜集信息、填写

资料，办好证又送上门。”林碎茶连

声道谢。

“群众奔波不如自己跑腿”，这

是湖岭卫生监督所的工作理念。据

了解，该所辖区为湖岭、林川、芳庄，

山区地大店散，该所执行保姆式服

务，精细化管理，实行上门帮忙填写

申请表、制作平面图、送许可证上门

等一条龙服务；同时加强监督执法

频次，帮助经营者落实场所亮证经

营、消毒、保洁等工作，得到群众一

致好评。

该所所长罗坚说，一直以来，由

于出入不方便加上群众意识差，该

片区许可证办证率较低。在去年开

展平安创建工作中，为确保平安工

作无遗漏，该所监督员每周上报工

作动态，每月实行查漏补缺，为辖区

群众提供办证一条龙服务，目前，公

共 场 所 卫 生 许 可 证 办 证 率 达 到

100%。

从办公室走出去，把力量用在

路上。湖岭卫生监督所承担着医疗

卫生、公共卫生、饮用水卫生、学校

卫生等工作，据统计，2016年，共出

动监督员 596 人次，检查单位 860

户次，重点单位平均两周巡查一次。

[交警莘塍中队]
换位思考，开展“微笑”服务

“你好！您需要办理什么业

务？”中午 11 时许，交警莘塍中队

的交通违法处理大厅挤满了人，尽

管已临近下班时间，窗口工作人员

依然满脸微笑，为办事群众逐一办

理。据统计，该大厅每天处理的交

通违法行为达 300 多起。

这是该中队开展“微笑”服务

的成效，要求窗口工作人员换位

思考，使用“您好”、“稍等”等文明

用语，上班期间手机集中保管放

置，启用服务评价器，同步录音录

像，保证服务质量。

此外，交警莘塍中队还推出惠

民便民举措，如在中队服务大厅增

设手机充电器和饮水机，方便办事

群众，高峰时段对上门群众进行预

约登记办理，并安排窗口工作人员

提前 15 分钟上班。

“开门纳谏，加强沟通。”交警

莘塍中队队长施昌国说，坚持问题

导向，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抓起，

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尺。

据了解，由于辖区交通基础

设施落后，人流车流量大，交通事

故多，接处警日均 42 个。该中队

把道路秩序管理作为工作重心，

对莘塍街道镇府路、民莘路和汀

田街道商业街等严管街和其他主

干道施划大量停车位，规范标志

标线，每天对停车秩序进行严管，

改变了过去乱停车致道路拥堵混

乱、停车难行车难的局面，群众对

中队交通秩序的管理给予充分肯

定。另外，该中队还全面排查辖

区内的交通安全隐患，加强交通

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安阳住建所]
转变理念，变“管理者”为“服务者”

“白天巡查工地、做好审批、验收

等服务，利用午休及晚上和周末时间

整理台账”，这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安

阳住建所工作人员的工作常态。

提及“2016 年度基层站所民

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先进单位”荣

誉称号，安阳住建所所长徐慧说：

“我们只是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

做好本职工作而已。”

去年 7 月底，徐慧到安阳住建

所就职。由于部门职能划转，该所

工作人员分流到其他单位，所里人

员 紧 缺 。 当 时 全 市 正 开 展 护 航

G20、“双创”、“大拆大整”专项行

动等中心工作，而辖区内部分建筑

工地的文明施工和卫生保洁状况

不容乐观。为此，该所工作人员必

须加班查漏补缺。

“人员少，加班多，但大家干

劲不减，加上市局相关科室及安阳

中心城区和安阳街道的倾力支持，

特别感动。”徐慧说，安阳辖区建

筑工地大多数是重点项目、民生工

程，一刻也拖不起，全体工作人员

的思想观念迅速由“我是管理者”

向“我是服务者”转变，放弃了节

假日，轮流 24 小时留守单位，确保

完成各项攻坚任务。

目前，该所辖区有 30 余个在

建工程项目，实行网格化蹲点督促

和常态化定期巡查相结合，对建筑

工地实行严格监管。

[玉海派出所]
保一方平安，服务群众创满意

稳定、平安，是老百姓最基本的

生活保障。玉海派出所管辖的老城

区社情复杂，但这几年来，一直比较

稳定。

在深夜，看到警灯闪烁，心便踏

实了。玉海派出所将辖区分为南北

两片，分派 2 辆警车 24 小时在路面

巡逻，有警出警，无警巡查，守护辖

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把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玉海派出

所所长张眉虎介绍，该所以群众的

所忧所虑为排摸重点，组织警力深

入企业、社区，广泛开展调查走访活

动，及时发现各类矛盾纠纷和不稳

定苗头，以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室盗

窃、诈骗等侵财性案件为打击重点，

对“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大打

击整治力度，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

门常开，脸常笑。该所作为公

安机关服务群众的窗口，不断创新

服务举措，着力提升窗口接待能力、

工作效率、服务水平等“软实力”，努

力打造“亲民、阳光、高效”的服务窗

口，积极为群众做好事、解难事、办

实事。

[高楼水利站]
立足本职，服务基层

走进高楼水利站办公大厅，墙

壁上悬挂着的办事流程、服务承诺、

获奖荣誉等公示牌分外醒目。

“全站工作人员现在只有 4 名，

承担的工作任务很重，可以说，每个

人都是身兼数职。”该站站长张振双

表示，平时不仅要为群众提供便捷

服务，还要做好水利工程日常监督

与技术指导工作、解决山区群众饮

用水问题和防汛抗台工作等。

同时，作为我市非法采砂的重

灾区，打击非法采砂的任务十分繁

重。去年有部分不法分子以工程建

设为幌子进行非法采砂,针对这一

情况，该站联合相关单位通过日常

巡查、夜间和节假日蹲点、突击巡

查相结合的方式予以打击，成效显

著。

2016 年台风“莫兰蒂”、“鲇鱼”

带来的罕见强降雨，造成高楼镇、

平阳坑镇受灾严重，高楼水利站全

员放弃节假日休息坚守抗台一线，

灾后专门制定水利工程灾后重建实

施 方 案 ，对 水 毁 工 程 进 行 现 场 踏

勘 ，部 署 应 急 抢 修 工 作 。 截 至 目

前，大部分水毁工程已基本完工。

[仙降市场监督管理所]
做规范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走进仙降街道的食品经营店，每

户墙壁上或摊位上都悬挂着印有“索

证索票专用袋”字样的蓝底白字布

袋。这是仙降市场监管所特制发放

的“索证索票”袋,便于经营户收纳进

出货票据和日常的抽查监管。目前

这一做法已在全市各所推广使用。

这只是该所创新监管方式的一

个缩影。2016 年，该所通过推进无

证无照整治工作、加大食品宣传等

各项工作，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辖区

企业安全生产及居民食品安全。

“在监管的同时更注重服务，而

提升服务要从窗口做起。”该所所长

孙海豹告诉记者，让群众办事“最多

跑一次”是该所优化窗口服务的目

标。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

时办结制⋯⋯一项项制度的落实，

让该所窗口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该所倾情帮扶企业，建立

“个转企”升级培育库，鼓励指导企

业创建自有品牌，并指导、帮助企业

申报“瑞安市名牌商标”、“温州市知

名商标”等。

[塘下司法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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