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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率达91.37%

弋阳“三体融合”优化营商环境

1 月 22 日上午，崇仁县郭
圩乡东边村发生一起使用煤气
罐不当引起的火灾，崇仁消防
救援大队接警后，第一时间调
派力量前往现场处置，因扑救
及时，火灾迅速被扑灭，未造成
人员伤亡。

在整理器材收尾过程中，户
主一家因房屋失火、家财尽毁在
旁哀伤哭泣，经村干部介绍，失
火户主是村里的脱贫群众，得知
这一信息后，参加消防救援的消
防员们在现场自发捐款，闻警而
来的两名参谋缪博文、张剑辉也

积极伸出援手，力所能及地帮助
户主尽快开展房屋修缮，恢复正
常生活。

自 2020 年以来，崇仁县消
防救援大队共进行社会救助 30
余起，大队共募捐善款 3 万余
元，牢记“以民为本、为民解困”
宗旨，不辜负人民的嘱托和希
望，做到哪里群众有需要，就义
不容辞出现在哪里；哪里群众
有危险，就义无反顾拼尽全力
去救助，不怕辛苦奉献，不畏流
血牺牲。

（陈雨雯 邓作涛）

崇仁消防救援大队爱心捐助失火贫困户

消防队员现场给受灾群众捐款 陈雨雯摄

仅仅两个月，使用社保卡发放养老金
人数由 0.4万人提升到 1.8万人，使用率达
81.8%；退休老人可到发卡银行免费申领
对账折，明细一看就清楚，还可免费开通
短信服务功能；行动不便的老人，只要家
属申请，工作人员就会上门为老人激活社
保卡……

奉新县人社局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稳步有序推进使用社保卡发放养老金
工作，让退休人员切实感受到社保卡的实
用性、便捷性。

落实责任“尽心”

奉新县现有离退休人员 2.2 万人，为

实现两个月内社保卡发放养老金使用率
70%的目标，该县人社局创新思路，主动作
为，第一时间抽调党员干部成立协调工作
小组，落实专人负责宣传引导、上门服务、
电话接听、QQ回复、问题解答、数据核实
等工作。同时，由局主要领导带队，上门走
访老干局、老年协会及各单位的老年支部，
借助老年组织的力量，向退休人员讲清楚
社保卡的作用、好处及如何激活等问题，并
将尚未领取怎么办、遗失怎么办等老人关
心问题，印制了通俗易懂宣传单6万余份。

宣传活动“细心”

2020 年 11 月 15 日，县人社局联合各

商业银行，开展大型社保卡发放宣传推广
活动；2020年 12月 16日，开展社保卡发放
养老金宣传活动，为群众答疑解惑……

据悉，该局在湿地公园、超市门口、社
区、乡镇等人流量多的地方摆摊设点，开
展党员志愿服务宣传活动50余场，悬挂宣
传标语70余幅，解答问题3000余人次。活
动中，工作人员对前来咨询的群众一一耐
心解答，极大提升了群众对社保卡发放养
老金的知晓度及对社保知识的了解度。

上门服务“暖心”

日前，县人社局和建设银行的工作人
员，一大早便来到东垦场人社所，为该场

的退休人员现场激活社保卡，人社所内暖
意浓浓。

当天共为1200余人激活了社保卡，上
门激活 5人，共发放宣传单 2000余份。之
后，该局还陆续联合各个银行上门为老人
激活社保卡300余次。

“我局建立了‘百姓有需求，党员来服
务’的工作机制，并用‘真诚、真心、真情’
服务老人，主动与老人沟通，第一时间处
理好问题，形成‘要我换卡’变成‘我要换
卡’的良好局面，让老人们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奉新县人社局负责人如是说。

（张成学 刘芳芳）

奉新稳步有序推进社保卡发放养老金工作 2月4日腊月二十三，是北方小年，东华理工大学为因疫情留
校的学生准备了丰盛可口的大餐，并送上年货、新年红包等，让留
校学生过一个安全、温馨、文明的春节。 本报记者 李 芳摄

本报弋阳讯 （记者吕玉玺 通讯员康
仁辉）1月25日，记者从弋阳县政务服务中
心了解到，该县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大厅率
达到91.37%，其中“一次不跑”事项152项、

“只跑一次”事项1185项，占依申请类政务
服务事项比例90.16%。

去年以来，弋阳在优化营商环境中通
过党建引领，积极构建政务服务“区块链”
联动体、“弋馨办”服务体、“红动力”综合
体，形成了“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干
部多操心、百姓少烦心”“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的“三体”融合服务新格局，营
商环境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积极构建“区块链”联动体，服务功能
“全方面集成”。该县打造服务“集成区”，
将全县 36家县直部门 1355项依申请类政
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服务大厅，实行一
厅通办，坚持“一统多能”，打造服务“先
锋块”。县行政服务中心对全县 36 家县
直部门，每半年开展一次优化经济社会
发展环境集中测评，群众满意程度明显
提升。加大园区“赋权”力度，设立政务
服务园区分厅，确保企业不出园区就能
办成事，实现“园区事园区办”。坚持“三
级联办”，实行县行政服务中心、乡镇综
合便民服务中心、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村

级代办点）联通联办模式，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全面构建“弋馨办”服务体，服务事项
“全领域贯通”。该县推行“一门式”服
务，将发改、住建、水利等单位整合在“联
办”区，明确牵头单位，强化协同联动；将
残联、工信、气象局等 16 家单位窗口进
行合并，由行政服务中心安排工作人员，
对这 16 个单位 151 项受理事项实行无差
别受理。推行“一站式”服务，依法依规
优化审批流程，实现流程再造，特别是施
工许可证的办理，由原来的 14个工作日，
缩短到 5 个工作日。积极打造中介服务

“网上超市”，让项目单位可以少跑腿、多
办事、快办事。推行“温馨式”服务，完善
服务大厅设施，实现了服务大厅人性化
无障碍服务。去年，该县政务大厅累计办
件 32 万件，错时延时预约服务办件约
5000件。

努力构建“红动力”综合体，党建政务
“全渠道融合”。该县以基层党建标准化、
规范化、信息化“三化”建设为抓手，做到
政务服务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融合到哪
里，党员身影就活跃到哪里，实现党建与
政务服务全渠道融合、双方面提升，提高
了老百姓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本报抚州讯 （记者陈化先 通讯员饶
方其、谢茂光）“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
助？健康码在这里扫……”1月27日，在抚
州市东乡区高铁站和火车站出站口，一群
身穿红色马甲的年轻人成为寒冬里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这是该区文明办、团委、
青年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区交通局开展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疫情防控 你我同行”
活动，引导帮助出站乘客扫码登记、交通

分流、协助医务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1月23日，东乡区团委、各乡镇场团委

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招募令，组建临
时东乡区防疫青年志愿者预备队。“我在
志愿者预备队微信群里发了这样一个招
募通知，短短半小时就有近 80人报名，其
中大部分是放假回家的大学生。”说起此
次活动的前期招募，东乡区青年志愿服务
联合会秘书长全晨霞仍然激动不已。

东乡青年志愿者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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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湖
口县长运公司工
作人员正在严格
落实落细各项疫
情防控举措。春
运伊始，该县统
筹做好春运保畅
和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确保关键
时期“守岗有责、
防控有效、通行
有序”。
通讯员 张 玉摄

2月2日，分宜县公安局民警在该县钤西街道办文教巷社区向群众宣
传防疫知识。连日来，该局积极组织民警开展“防疫知识宣传进社区”活
动，引导群众进一步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健康平安迎春节。

本报记者 曹 耘摄

贵溪走访慰问现役军人家属
本报贵溪讯（记者宋茜 通讯员徐永明、王文华）“让最可

爱的人成为最光荣的人，让最辛苦的人成为最幸福的人。”为
表达对现役军人家属的关心，春节前夕，贵溪市委、市政府、市
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组成 20多个走访慰问组，开
展迎新春走访慰问现役军人家庭活动，为全市 953名现役军
人家属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

在走访过程中，慰问组详细了解现役军人家属在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通过家属向服役军人表示慰问，鼓
励他们在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上，积极进取，努力工作，为家
乡父老争光。近年来，该市多措并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通过不断提高义务兵优待金标准，开展春节走访慰问现役军
人军属全覆盖活动等，进一步增强了军人和军人家属的荣誉
感、归属感。

新宜吉六县（区）共同推动
政务服务“区域通办”

本报新余讯（邹宇波 通讯员胡成）2月3日，新余、宜春、
吉安三市及分宜、渝水、樟树、上高、新干、峡江六县（区）政务
服务“区域通办”合作正式签约，进一步解决企业和群众异地
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问题，推动新宜吉跨行政区公共服
务融合发展。

“区域通办”合作协议签订后，三市六县（区）结合全省第
一批“省内通办”事项清单，明确了第一批新宜吉政务服务“区
域通办”高频事项，并统一规范办理事项的申请材料、审查要
点、流程和时限。根据企业、群众需求，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

“异地通办”服务专窗，提供异地办理和协调对接服务；通过
“赣服通”和政务服务网等平台，引导群众线上办理，提高办事
效率。下一步，各方将继续围绕办事频率高、办件量大的“区
域通办”政务服务事项，按照减时间、减材料、减环节、减成本、
减跑腿的原则，着力实现系统集成、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优
化服务流程，提升跨区域政务服务水平。

“麻烦组织帮我将这张
卡退回去……”萍乡市上栗
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门诊
医师冯雪萍将某保健产品
推销人员“故意”落下的500
元购物卡交到了院纪检监
察室，这是该院近年来深入
推进廉洁医院建设的一个
缩影。

自“廉洁萍乡”建设全
面开展以来，上栗县妇幼保
健院作为上栗县卫健系统
2020 年第二批三个示范点
之一，重点在医院文化建
设、制度完善、监督落实等
方面集中攻坚，努力打造党
风清正、院风清朗、医风清
新的廉洁医院，不断提升群
众对医疗卫生行业的信任
度和满意度。

去年以来，为推进廉洁
医院工作落实、落地，该院
各临床科室组织廉洁医院
专题学习。全院职工学习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
范及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并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

理责任书》《行风建设“九不
准”个人承诺书》，增强了医
务人员廉洁行医意识，规范
了医疗服务行为。同时，打
造了融工作指导性、理论知
识性、警示教育性于一体的

“廉洁文化长廊”。
围绕医药购销、医疗服

务等关键环节，该院加大对
风险防范点的监管。对外
部供应商，医院逐一对其进
行廉洁谈话，并签订《医药
购销廉洁承诺书》；对内部
医务人员，医院通过日常督
导、处方点评、监管平台等
进行合理检查、合理用药、
合理收费实时监控。

廉洁医院建设是医院
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是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的迫切需求。上栗县妇幼
保健院负责人表示，医院将
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狠抓
各项廉洁防控制度措施落
实，确保廉洁医院建设取得
实效。

（黄华波 刘树军）

上栗县廉洁医院建设显成效

本报南昌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孟
倩）连日来，由监察联络员组成的南昌市
青云谱区京山街道纪检监察工委疫情防
控督查组深入街道 14个社区 1个村，围绕

“六个严格”开展明察暗访，突击抽查人员
值班值守、返乡人员排查管控情况等各项
防控工作是否落到实处。

目前，共开展督查 30余次，发现问题
80余个，跟踪问题整改 80余个，书面函询
1人次，提醒约谈 3人次，下发整改督办单
18 份。此外，督查组将继续坚持问题导
向，追踪责任缺失环节，督促各社区（村）
疫情防控责任，做到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

京山街道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

信州区政协委员连续4年义捐助学
本报上饶讯（通讯员童淑倩）“刘叔叔，感谢您的照顾和帮

助，我大学第一学期的生活很美好。”近日，一条来自贫困学子
的微信，让上饶信州区政协委员刘湘倍感开心，这份开心缘于
区政协组织的“教育扶贫——政协委员在行动”主题义捐活动。

近年来，该区政协以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城镇贫困家庭
为资助对象，从2017年开始，连续开展4年，累计资助贫困学生
近200名，捐赠助学金41万元，有效推动了脱贫攻坚和城镇脱
贫解困工作，为实现全面小康注入了政协智慧、政协力量。

逛馆看展过大年
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将推出近400场展览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2月 4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
获悉，春节期间，我省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将推出展览374场，
其中包括常年开放的基本陈列 282个、迎春特别展 88个和一
系列迎新春活动，邀请大家到“博物馆里过大年”。

省博物馆推出“白色金子·东西瓷都——从景德镇到梅森
瓷器大展”，为观众献上来自中国瓷都景德镇和欧洲瓷都梅森
小镇的精品瓷器，再现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牛转乾坤——
辛丑新春生肖文物展”在省博物馆、抚州市博物馆、景德镇中
国陶瓷博物馆等6家博物馆同时上线。八大山人纪念馆推出

“胸怀丘壑 造化天成——漆伯麟书画艺术研究展”。景德镇中
国陶瓷博物馆献上“风从广州来——清代外销艺术品展”，遴选
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馆藏精品文物65件（套）。九江市博物馆上
线“闽越遗韵——世界遗产名录中一个消失的民族”鄂州民间
剪纸艺术展等特色展览，为观众献上一份春节民俗大礼。九江
市民俗博物馆推出“瓷绘文心——浅绛彩瓷专题展”和“窑火丹
青——瓷板画专题展”，追寻近现代瓷之艺术的奇妙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