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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艳艳 摄影报道）为进一步
打造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提升城
市管理水平，连日来，区疾控中心
迅速行动、积极落实，以“绣花”功
夫做实细节，立足岗位职责，为文
明城市创建助力添彩。

全面动员，加大宣传。为积极
营造创城氛围，提高干部职工的主
动性和责任感，区疾控中心多次召
开创城动员大会，组织认真学习创
城有关标准和细则，明确任务分
工，要求职工自觉参与、主动作为，
立足本职、从我做起，高质量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组织开展卫生大
扫除，清理各处卫生死角，并对门
口建筑物上张贴的违法违规小广
告进行集中清理，对公共区域的共
享单车进行规范摆放。同时，加大
宣传力度，利用电子显示屏、刊板
宣传栏等，广泛宣传发布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宣传标语，引导市民积
极投身文明城市创建，为巩固提升
全国文明城市作出积极贡献。

下沉社区，志愿服务。为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区疾控中心党委积
极组织各党支部和广大党员深入
迎东社区和南台社区，开展系列志
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
动群众，助推文明城区创建。党员
志愿者们以身作则，主动作为，与
社区工作人员一同捡拾白色垃圾、
烟头纸屑，清理乱堆乱放物品、小
广告，并为居民讲解卫生健康及安

全常识，提高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
识，进一步为文明城市创建营造浓
厚氛围。

走进街头，督导检查。按照区
卫健局统一部署，区疾控中心负责
辖区137家医疗机构的文明城市创
建以及疫情防控工作督导。为深
入了解医疗机构创城工作落实情
况，督促整改提升有效落实，区疾
控中心成立医疗机构督导检查小
组，细化检查标准、严格责任落实，

形成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负责
人具体抓的工作局面。督导小组
走进街头，深入各医疗机构开展指
导，重点检查文明出行公约、公益
广告展示情况，卫生健康知识和传
染病防控知识宣传栏设置情况，

“一米线”、控烟、便民服务、文明用
语、有序排队等落实情况。同时，
对感染控制和防护工作情况、预检
分诊、住院管理等工作开展现场指
导。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督促整改

落实到位，并采取“回头看、随机
抽、反复查”的形式检查，补齐短
板、补强弱项，确保高质量、高标准
完成创建任务。

下步，区疾控中心将在持续推
进文明城市创建的进程中，坚持

“为民利民惠民”的创建理念，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从群众关心关注的
身边问题抓起，不断提升群众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为城市文明程度的
提升添砖加瓦。

下沉社区服务 走进街头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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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徐倩）为保障我区国库集中支付电子
化顺利开展，近期，区财政局分两个批次
举行2020年芝罘区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
业务培训，各街道园区财政所、区直各机
关事业单位财务人员近500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专家及区财政局工作人
员对各街道园区和区直各预算单位的财
务人员就国库集中支付软件的应用、操
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审核要求进行了
详细讲解和具体说明。通过此次培训，
各单位对财政国库电子化系统运行及软
件操作流程有了全面了解和掌握，对国
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充满信心。

电子化支付改革为国库集中支付装
上了“电子引擎”，使财务人员从打印凭
证、人工核单、手工盖章、取单送单等大
量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预算单位、
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和代理银行之间支
付和清算的“无纸化”运行，提高财政资
金支付效率。同时，将原来主要依靠“大
红印章”的单环节安全控制扩展为依靠
流程、规则及相关电子安全产品共同作
用的立体“防护网”，使每一笔业务都运
行在“聚光灯”下，从根本上筑牢财政资
金安全防线，减少人工干预，防范财政资
金安全风险。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李磊）近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
党员干部走进南尧、所城里等7个“六联
六促”社区，深入推进服务活动，协助社
区开展文明城市创建行动，切实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指数。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员干部按照社
区责任分工，真正沉到现场、沉到点位、
沉到问题一线，积极帮助社区整治卫生
死角、清理野广告、整治便民摊点群、整
理共享单车等，确保社区街巷环境卫生
整洁、市容秩序规范有序。在进社区开
展服务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南尧社区南
尧市场往北道路破损严重，党员干部及
时将该问题上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
组，该局安排施工人员对路段进行了修
复，得到社区居民点赞。

下一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充分
发挥工作职能和优势，让党员力量向一
线下沉，志愿服务向一线走深，积极帮助
分包社区解决困难，营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王琳）为助力烟台文明城市创建“六
连冠”，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军星照
耀凝聚党心”主题党日活动。

主题党日上，退役军人代表带领全体
退役军人向党旗宣誓，宣读《退役军人参
与文明城市创建倡议书》。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主要领导主动对接烟台市交警支队
第三大队认领创城任务，最终明确了青年
南路、机场路、通世路、红旗路、港城大街
等几条主干道重要交通路口为执勤点，配
合交警担任交通志愿者。自9月9日起连
续三天，全体班子成员和科级干部带领全
体志愿者集体上岗，坚守各交通路口。

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完
善退役军人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办法，让退
役军人参与全区性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
制度化，全方位凝聚退役军人力量，进一
步展现我区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离军
不离党”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精神风貌。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冬营）连日来，区自然资源
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结合工作实际，
从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在优化
营商环境、提高办事效率、便民为
民服务等方面下功夫，坚持改革创
新，不断优化工作流程，让不动产
登记惠及千家万户，助力区域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开通绿色通道，便民利民，实
现即来即办。区自然资源局不动
产登记中心自不动产登记“绿色通
道”实施以来，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实行登记一窗受理，减少群众跑腿
次数。本着“为民服务”的宗旨，抽
调业务骨干组成“绿色通道”服务
工作组，为企业、高龄老人、病残人
员、临产孕妇以及现役军人家属和
烈士遗属等特定服务对象，提供便

利、快捷、无偿的不动产登记服
务。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提
前介入、主动服务、全程跟踪，将

“绿色通道”打造成不动产登记的
金名片，全年为各类服务对象开通

“绿色通道”80余次。对于行动不
便的群众，实行“上门服务”，切实
达到服务于群众、满意于群众的服
务宗旨。对于孩子上学落户，老人
房子过户；独生子女身患重病，老
人出售房产支付费用；老人被蒙骗
过户，后悔想取消等情况，工作人
员都悉心解答，排忧解难。同时，
扩大绿色通道范围，全力解决老人
困境。

优化营商环境，问需于民，开
通延时服务。开展非公证继承，既
实现了省钱的目的，又让群众少跑
腿。对于买房贷款办理抵押登记，

实行互联网抵押金融平台，做到了
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及抵押登记同
步进行，使群众不必多次来回奔走
银行与不动产登记中心。推进限
时办结快捷化，各类型业务实现即
时办结、1个工作日办结和3个工作
日办结，全面提高工作效率，节省
群众办事成本。区不动产登记中
心早8点开门办公，引导群众到指
定窗口办理业务，同时实行“延时
服务”，做到只要进入大厅办理业
务，不论多晚，都能办理完毕。为
推动房地产开发商办理不动产登
记，积极协调各企业减少不必要的
要件，尽快给买房群众办理不动产
权属证书。给芝罘区各中小微企
业减免登记费、减少收件要素、开
通企业快速办理通道，在最短时间
内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方便企业办

理后续抵押贷款业务，促进企业发
展，获得企业一致好评。

强化宗旨意识，全心为民，加
快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为妥善解
决好全区现存不动产历史遗留问
题，我区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本着

“依法依规，尊重历史，面对现实，
民生优先”的基本原则，强化措施，
统筹协调，抽调人员集中办公，强
化配合联动、凝聚工作合力，先后
召开专班会议13次，确保不动产登
记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为民服务，永无止境。下一
步，区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工作
将继续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
提升服务水平为目标，严把不动产
登记各个“关口”，确保不动产登记
工作准确高效、规范有序，为全区
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张敏）为统筹做好医疗机构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连日来，芝罘医院按照区
卫健局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及创城联盟体”内各医疗机构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及创城工作
有序开展，积极动员卫健系统各个
单位及广大干部职工参与创建活
动，并严格对照创建标准，结合行
业特点，落实责任，全力攻坚，塑造
文明卫生健康新形象，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芝罘医院研究落实各科室工作

分工，按照“便于聚集、业务相近、强
弱搭配”的原则，以通伸、只楚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支撑，在区直机
关单位、区卫计监督所的协助下，成
立10个督导组，由芝罘医院相关负
责人员担任组长，与小组团队成员
分别对辖区卫生服务站、民营医疗
机构、小诊所等医疗机构疫情防控
及创城工作进行下沉督导，构成“整
体布局、固强补弱、共同推进”的医
疗机构党建联合体工作大格局，共
同努力，携手创建，确保完成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任务。

具体工作中，将区片内各联盟

单位划分为10个小组，由各督导组
肩负起督导责任，切实把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抓好落实，扎
实推进。为确保督导成效，芝罘医院
作为牵头单位，为督导组成员及联盟
单位进行专业化、系统化培训，要求
在执行督导工作中，各小组成员按照
测评标准逐一落实，确保各项任务在
规定时限内高质量完成。

各督导小组按照工作部署要
求，先后完成分管片区医疗机构的
督导，记录存在问题，并将各医疗
机构《疫情防控督导检查标准》《文
明城创建督导检查标准》中存在问

题，以小组为单位分别汇总。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通知各医
疗机构立即采取措施，抓好整改，
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逐项查缺补
漏，逐一整改销号，确保问题得到
全面整改落实。

文明始于心，创建践于行。下
一步，芝罘医院“防控及创城联盟
体”将加快行动、尽锐出战，高标
准、严要求，共联盟、同努力，将疫
情防控与创城工作相结合，在创城
攻坚战中争先锋、作表率，确保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落到实处，以
一域之光为全区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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