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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电话回访记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
淼 通讯员 思睿）近日，针对群
众不满意工单，区人社局全力
开展问题破解行动，由一把手
带头，班子成员及责任科室利
用下班及周末时间，对群众进
行集中回访，倾听群众意见建
议，化解群众投诉未解决、解决
不满意的问题。

“喂，您好，请问是王先生
吗？我是区人社局副局长曲乐
顺，这么晚打扰您，打电话是想
问物业公司拖欠的工资都发了
没有？处理结果您满意吗？”

“发了发了，公司前几天已经给
我支付了，多亏你们从中协调，
处理结果我非常满意，太感谢
了！”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曲乐
顺在回执单“满意”一栏认真记
录下回访结果。工资支付不到
位是职工反映较多的问题之
一。此次电话回访中，有一起
农民工反映拖欠工资问题，曲
乐顺拨通当事人的电话，在认
真倾听当事人的诉求、详细了
解证据材料后，曲乐顺表示将
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用人
单位负责人取得联系，落实情
况、协调解决，有处理结果立即
反馈当事人，并将督促用人单
位尽快支付当事人工资。

市民刘女士反映，自己公

司新招录一名职工，需要为其
缴纳社保，前期已经进行新增
人员登记，但在人社局网站上
却查询不到需要缴费的信息。
11月12日，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副主任荆辅坤和征缴科科长王
瑾珲，带齐办事指南和所需资
料奔赴公司，现场手把手教刘
女士操作人社系统，讲解企业
社会保险费缴纳的相关政策和
办事流程，并留下联系电话，方
便刘女士后期咨询。“你们亲自
上门指导，真是太感谢了，帮我
们解决了烦心事！”刘女士激动
地说道。

群众满意度是民生工作的
度量衡，为加快群众诉求化解，
区人社局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要求把化解不满意问题作为
当前工作的重点，加强分析研
判，能解决的第一时间解决，难
解决的想方设法解决，短时间内
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向诉求群众
认真解释清楚，争取理解和支
持，用扎实的工作成效和积极的
服务态度赢得群众满意。

下步，区人社局将继续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认真研究、仔细梳理，带着
情怀、责任和温暖解决好群众
反映的问题，切实提升群众满
意度和幸福感。

区人社局：
上门服务解决群众难题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
员 文慧）近日，区民政局组织全区养老
机构负责人召开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

会上要求各机构务必做好上下班员
工行程信息流调表。其他封闭政策按照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不做变动，继续禁
止入院探视和外事活动。进入养老机构
的快递，必须经严格消杀、室外存放3小时
以上，佩戴口罩、手套室外拆解，做好相关
记录。尽量不要购买冷链食品，确需购买
的必须严格消毒，做好相关记录。

在安全生产领域，要求所有养老机
构安全培训记录务必齐全，落实各机构
自查、自改工作；月底前按照最新的《应
急预案》进行演练，保证落实好“每周一
小练，每月一大练”的演练工作；做好日
常安全设施的检查检测，严禁使用“电褥
子”“小太阳”等大功率取暖电器；及时清
理积雪并铺设防滑垫等防滑设备，防止
老人滑倒摔伤。同时，要求各养老机构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号召力，积
极引导和宣传正能量。

下步，区民政局将继续紧抓养老机
构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确保
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更加
平稳有序地推进。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高洁 通讯
员 王滨）区农业农村局全面落实“证照
分离”改革工作通知中的直接取消审批、
审批改为备案、实施告知承诺、优化审批
服务四种方式，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实施清单管理，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
审批，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严格落实改革清单。区农业农村局
根据《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改革清单》《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改革清单》和《山东省地方层面
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严
格梳理确认本区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
清单。最终确认本区事项共有生鲜乳准
运证明核发，生鲜乳收购站许可，河道
（含长江）采砂许可，取水许可，农作物种
子、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等
十五项。与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制定本
层级事项的改革举措和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与下放事项的主管部门沟通，重新梳
理确定改革方式、具体改革举措和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措施，严格执行清单管理
制度。

夯实事中事后监管。严格遵循“谁
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健全
监管措施和标准。推进“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方式的常态化。对于涉及公共
安全的领域，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统筹做
好信用监管和风险监管工作。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张辉）近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城
镇燃气安全专班组织开展消防知识培训
及消防演练活动，强化消防安全防范意
识，提高日常工作中预防和应急处置能
力。

此次活动分为三个环节：消防知识
培训、消防知识竞赛、消防疏散演练及灭
火演练。全体参训人员系统学习《高层
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新《安全
生产法》等相关文件重点内容；了解冬季
常见的“习惯性违章”火灾隐患及排查方
法；学会常见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掌握
突发性火灾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和如何做
好自防自救。同时，重点提升在特殊时
期如何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及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下一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城镇
燃气安全专班将持续开展好安全生产工
作，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强安全隐
患排查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
全生产态势稳定。

本报讯（通讯员 赵海燕 张亚
文 摄影报道）“多亏区人社局和黄
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组团上门，
给我们送来‘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还手把手地教我们准备各项申报
手续，让我们顺利申请到300万元
贷款，并得到6万元政策贴息，缓解
企业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烟台
孙周口腔医院院长助理李欣女士
高兴地对记者说，“我们是烟台本
土经营20多年的口腔治疗连锁机
构，近年来，因疫情原因，生意受到
不少影响，企业运营成本也上涨许
多，现金流出现短缺。长此以往，
企业将不得不面临裁员和缩小规
模的困境，正当我们为此焦虑困扰
的时候，政府部门及街道工作人员
主动上门了解我们的需求，给我们
送服务、送政策。在政府帮助下，
企业顺利度过难关，发展越来越
好。不久前，我们南大街门诊部喜
迁新址，经营规模比原来扩大一
倍，企业发展越来越有盼头。”

今年以来，我区把用足用活各
项就业政策作为优化营商环境、保
障企业用工的重要抓手，积极开展
援企稳岗“护航行动”，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稳定岗位。区人社局联合
街道、银行深入创业人员集中、氛
围浓厚的1861文化创意产业园、国
金商场等场所以及部分重点企业，

开展创业担保贷款政策“面对面”
线下讲解活动，累计认定、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 46 笔，数额 8944 万
元。同时，加强企业“以工代训”补
贴发放工作，全面推行网络申报，
加快审核办理效率，让企业足不出
户即可享受政策红利。

市嘉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芝罘
分公司今年新招30多名员工，公司
人力资源部从政府部门官网得知政
府出台“以工代训”相关政策的通告
和服务指南，便按照要求上传相关
材料。业务经办人胡爱霞女士告诉
记者：“申请材料和流程特别简单，
下载一张表格、上传工资明细和营
业执照复印件，没几天区人社局就
能审核通过。每名新进员工政府每
月能给我们500元补贴，连续发六
个月，而且补贴的申请、发放全程都
在网上办理，今年我们企业一趟腿

都不用跑就能拿到9万块钱，政府真
是实心实意为企业着想，尽可能为
我们提供方便！”

据了解，目前我区已为691家
企业完成“以工代训”补贴审核，数
额达1436万余元。下一步将继续
把稳就业、保居民就业作为“援企
稳岗”首要任务，全力抓好各项就
业创业政策落实。同时，全面推行
网络申报、一站式审批等便民举
措，加快补贴审核办理效率，助力
企业健康稳定发展，促进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

区民政局召开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区农业农村局深化
“证照分离”改革工作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展消防演练

援企稳岗，服务企业零距离
我区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稳定岗位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
淼 通讯员 王娴慧）为进一步
解决群众难事、提高满意度，
区工信局坚持以我为主、主动
作为，以“为百姓排忧解难”为
目标，不断强化责任落地，务
实高效推进“12345”热线办理
工作。

东山街道南沟街一户居民
反映小区楼外多家线缆杂乱、紧
贴墙面，影响到居民做外墙保
温，并且线缆日益增多，存在坠
落风险和安全隐患。由于多家
线缆交织加上没有妥善的解决
方案，此处问题长时间没能得到
解决。区工信局在了解情况后，
主动作为，局长邵伟伟亲自带
队，联合东山街道并召集移动、
联通、电信等单位负责人，到现
场详细了解情况，召开现场办公
会，与居民共议多套解决方案，
对线缆的归属权进行明确，清理
无用线缆，得到群众认可。同
时，对百姓反映的井盖破损等问
题也都同相关运营商一一研究
解决方案。

“在 12345 群众热线办理
工作中，经常会遇到需要多个
部门联合办理的问题，像百姓
反映较多的线缆等问题，不仅
需要协调联通、电信、移动等电
信运营企业，很多时候还要沟

通广电等部门，我们都主动承
担起牵头部门的职责，充分发
挥牵头抓总的联合协调作用，
不断提升合作意识，部门联动
越来越紧。”邵伟伟介绍道。在
市民反映的个别通讯设备经营
店在出售电话卡、流量卡的过
程中，存在虚假宣传欺诈消费
者等问题时，区工信局虽不是
电信运营企业的主管部门，但
是也能从大局出发，本着为老
百姓排忧解难的宗旨，主动联
系市场监管部门、电信经营企
业以及相关街道办事处形成工
作合力，破解疑点难点，提高解
决效率，提升群众满意率。

区工信局把热线办理工作
摆在整体工作的重要位置，尤
其是对一些沉积较久的群众反
映突出的疑难问题，召开会议
研究解决策略，并下沉一线办
理重大难点热点问题。对每一
个工单，都明确责任科室，并实
行首接即问制，承办科室收到
工单后立即安排人员电话联系
诉求人，获取更详尽的信息，掌
握其核心诉求，最大限度提高
群众满意率；当天承接的工单
全部当天转派，当天办结工单
全部当天审核上报，当天的疑
难工单当天进行协调，确保“今
日事今日结”。

区工信局：
架起群众满意连心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