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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记者走访了新干、峡江、
遂川等地的县行政服务中心和部分乡镇
便民服务中心，发现县级行政服务中心
工作作风情况较好，但部分乡镇便民服
务中心却问题多多。

当日 9 时许，记者来到新干县行政
服务中心。一进门，就有工作人员提
醒记者填写信息，并要求佩戴口罩和
测量体温。见记者无口罩，一名工作
人员还给记者提供了一个口罩。记者
在大厅里转了一圈，发现各个窗口均有
工作人员值守，一些群众正在井然有序
办理业务。

10时50分，记者来到峡江县行政服
务中心，进入时要求佩戴口罩和测量体
温。在一楼和二楼办事大厅，每个窗口
均有工作人员在忙碌。税务窗口还安排
了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引导，回答群众
问询。

15时45分，记者来遂川县行政服务
中心，一进大门，就有工作人员要求登记
信息和扫码。每个窗口都有工作人员值
守，办事群众先到自助机上取号排队，待

叫号后直接到指定的窗口办理。
不过，记者在部分乡镇便民服务中

心却发现存在一些问题。
10时18分，记者来到峡江县水边镇

便民服务中心，发现农业农村类综合窗
口和另外两个窗口空无一人。在社会类
服务窗口，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玩手机，另
外两人正在聊天。

11时31分，在吉水县八都镇政务服
务中心，一些窗口有人值守，最边上的两
个窗口摆着“下乡”的牌子。不过，一名
工作人员解释，那两个窗口的工作人员
并没有下乡，而是临时走开了。

15时21分，记者来到遂川县碧州镇
便民服务中心，发现空无一人。就在记
者拍照时，一名工作人员赶来。他声称
自己刚才去送材料了，本有另一名同事
在值班，但不知去向。

16时29分，记者来到遂川县泉江镇
便民服务中心时，还有工作人员值守。
但到 16时 55分，记者回头时，却只有计
生岗和劳动保障岗工作人员在岗，其他
窗口的工作人员均不在岗。

2月 22日 9时 20分，记者来到南城县
行政服务中心，门口都安排有人提示戴口
罩并检查通行码，并对进入人员测温。

记者在一楼和二楼转了一圈，发现工
作人员全部在岗。在不动产业务办理窗
口，等候的办事群众虽多，但工作人员都
在耐心细致地办理业务。在一楼大厅内，
张贴的告示将不动产登记、降低社保费率
等为民服务事项，一个个单列制成二维

码，办事流程和需要的材料一扫便知。
随后，记者又先后来到该县建昌镇、

株良镇、里塔镇便民服务中心，虽然前来
办事的群众不多，但这些便民服务中心人
员全部在岗。对于记者咨询的如何办理
社保等问题，工作人员从办事流程到缴纳
多少费用都细致回答。在里塔镇便民服
务中心，记者还看到工作人员教群众如何
用手机办理业务。

南城：工作人员全部在岗
本报记者 蔡颖辉

2 月 22 日，记者来到鹰潭市余江区、
贵溪市多个便民服务中心进行暗访，发现
有的地方情况较好，并严格落实延时服务
制度，但仍有一些乡镇存在人员缺岗等
问题。

人员不在 解释不一

9时 20分，记者来到余江区行政服务
中心，40多个服务窗口大都有人在岗，但
21号不动产审核业务窗口一直没有人。行
政服务中心一名负责人说，该窗口工作人
员一般在二楼办公，每日会到窗口来一两
次，如果办事人员有急事要办，可以打电话
请他们下来。但记者在该窗口看不到任何
联系电话，负责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随后，该负责人拨打了21号窗口工作
人员电话。十几分钟后，工作人员才背着
包来到窗口。他解释说，这个窗口是负责
综合审核工作，一般是上班时和下班前，
或者遇到特殊业务才下来。当记者询问
为何不在窗口办公时，他表示这个窗口跟
普通市民接触不多，自己还有写材料等其
他工作在忙。

11时，记者来到余江区马荃镇综治中
心办事大厅，只见几个人正坐在窗口一边
吃柚子一边聊天。经询问，其中两人是窗
口工作人员，一人是来镇里的办事人员。

此外，现场5个办事窗口中，就业窗口
没有人，旁边工作人员解释其在下乡招工；
民政服务、综合治理窗口也没有人，旁边工
作人员解释其在春节前已经请了产假。

13 时 35 分，记者来到贵溪市罗河镇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大厅 7个窗口只有两
人在岗。现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社会
救济窗口工作人员上午来了，中午因为小
孩生病请假回家了；卫生计生窗口工作人

员外出搞拆迁工作；国土业务窗口工作人
员平时主要负责农村土地确权，现在证件
都打印完了，就搬到楼上去了。

此外，记者看到上述窗口不仅没人，
桌上也没有摆放名片和联系方式。随后，
罗河镇政府主任科员汪某一身酒气来到
服务中心，他的解释却与前面那名工作人
员不完全一致：“社会救济窗口工作人员
去贵溪市报送材料了，卫生计生窗口工作
人员被抽调拆迁，国土窗口工作人员去农
村做房屋确权，所以不在岗。”

延时服务 方便百姓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便民服务中心人
员齐整，工作作风较好。

10 时 30 分，记者在余江区邓埠镇综
合便民服务中心看到，这里的窗口工作人
员都在岗。其中劳动就业窗口的工作人
员外出招工，但有专人坐岗协助办事；社
会救助窗口工作人员在隔壁办公室办理
业务，当记者询问后，很快就来到岗位。

12 时 45 分，在贵溪市天禄镇便民服
务中心，有一名工作人员在窗口延时值
班。她表示，工作日的午休时间，镇里都
会轮流安排工作人员办理业务，如果遇到
不熟悉的情况，会及时打电话给相关人
员。采访时，一名村民来到该中心咨询医
保业务，很快得到解答。“现在有延时服务
真的很方便，随时过来都可以找到人。”该
村民高兴地说。

14 时 35 分，记者来到贵溪市行政服
务中心，这里的窗口工作人员几乎都在
岗，个别人员不在则是因为中午值班后轮
休。记者随机询问两名市民办理业务是
否方便，得到的答复均是“服务态度蛮好，
等了一会儿就把业务办好了。”

2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都昌县，对
6 家机关单位人员到岗情况进行暗访，
发现在上班时间内，这 6家单位大部分
办公室都关着门。

14时37分，记者来到大树乡政府办
公楼。一楼的党政办公室和对面一间办
公室开着门，但未见工作人员。一楼其
余办公室都关着门。二楼和三楼所有办
公室也都关着门。随后，记者来到大树
乡群众服务中心，大厅内有 6名群众在
等待办事，但窗口内未见工作人员。

14时59分，记者来到县林业局。除
人秘科和另一间无牌办公室开着门、里
面各有1人外，其余办公室都关着门。

15时 5分，记者来到县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局，铁门紧闭，无法进入。

15时32分，记者来到县水利局。除
政务股、业务股、除险加固股等7个办公

室开着门、有人办公外，其余办公室都关
着门。

15时44分，记者来到县审计局。除
固定资产审计股开着门、有人办公外，其
余办公室都关着门。

15时 53分，记者来到北山乡政府。
党建办公室开着门，有人办公。另一间
无牌办公室开着门，但空无一人。其余
办公室都关着门。

上述 6 家机关单位中，除北山乡政
府防疫岗位有人值守外，其余单位防疫
岗位均无人值守。但记者进入北山乡政
府大院时，防疫人员未要求记者登记信
息并出示健康码。

记者每到一个单位暗访时，都会随
机敲几间办公室的门，但都无人应答。
上述关门办公室的人员去向牌上，大部
分显示“在岗”。

2月22日，记者来到安义县，对县车
管所、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税务局办税大
厅等便民服务情况进行暗访，发现这些
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服务机构，延时服务、

“只跑一次”工作效果较为理想。
12时35分，记者来到县车管所，因为

已到午饭时间，众多窗口空置，2号窗口有
一名辅警正在帮助群众办理业务，窗口前
还有七八名等待办事的群众。约10分钟
后，吃完饭回到办事大厅的一名交警坐在
了5号窗口，对2号窗口的辅警说：“我来
帮你分担一点。”于是排在队伍后面的群
众迅速转移到5号窗口办理业务。

记者随后来到楼上的县行政审批局
办事服务大厅，只见偌大的大厅没有一
名办事群众，大部分窗口未亮灯。两名
自称是税务办事窗口的工作人员解释

说，因为是中午，正好也没有人办理业
务，所以一些窗口就没有亮灯。

14时，记者来到县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只见这里坐满了办事群众，工作人员
正在抓紧时间办理业务。“第一次来这里
办理公证，还算顺利，提前准备好了所需
材料，一次就办好了。”一名办事群众说。

14时40分许，记者在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看到，每个窗口都排起了长队。为
了提高办理效率，有些窗口还特别安排
了两名工作人员，对于不符合办理条件
的，由一名工作人员进行解释，告知办事
群众需要补齐哪些材料。

随后，记者来到县税务局办税一厅和
办税二厅，看到前来办理社保的群众较
多。除了办事窗口工作人员在紧张工作
外，两厅均在咨询台安排了工作人员接受
问询，引导办事群众，大厅内秩序井然。

安义：办事大厅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各级便民服务窗口既是群众办事的一线窗口，也是落实“五型”政府建设的最
基层单元。春节长假刚过，众多便民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是否已“收心”，完全
投入工作状态？是否热情对待前来办事的群众，用心为人民服务？本报记者兵
分多路进行了暗访，发现情况有喜有忧。

鹰潭：一些乡镇人员缺岗
本报记者 陈 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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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新干、峡江、遂川等地发现——

县里作风好 乡镇人不齐
本报记者 邹晓华

都昌：办公室“关门闭户”现象严重
本报记者 曹诚平

2 月 22 日 13 时 10 分，记者来到南丰
县莱溪乡，但见便民服务中心大门紧锁，
并没有执行该县公布的错时延时服务举
措。记者来到旁边的乡政府询问，工作人
员表示，便民服务中心要等到 14时 30分
后，才会有相关工作人员上班。

随后，记者又来到桑田镇便民服务中
心，只见到一名值班人员。当记者询问办
理农村社保事宜时，对方说他是民政窗口
的，只能回答民政方面的问题，对于其他
窗口的业务咨询、办理，要等相关工作人
员到岗。

14时许，记者来到南丰县行政服务中
心。据了解，该中心中午实施错时延时服
务的有交管、房管、不动产登记、税务等 4

个窗口。记者见到，交管、不动产登记和
税务窗口都有工作人员在岗，但房管窗口
工作人员却不在岗。

“按照规定，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也应
和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样，实施错时延时服
务。并且值班人员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业
务，应立即打电话找相关人员解答。”南丰
县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如果便民服
务中心出现中午关门，或者存在有人值班
但不为群众解决问题的现象，都是不符合
规定的。“通过调取监控，我们发现房管窗
口工作人员见无群众来办事，就进了后面
的办公室内没有出来，这也属于不在岗的
违规行为，我们将加强教育，杜绝此类情
况的发生。”

南丰：错时延时服务打折扣
本报记者 蔡颖辉

编
者
按

安义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

为群众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南城县里塔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教群
众用手机缴纳社保费用。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遂川县碧州镇便民服务中心空无一人。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贵溪市罗河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多

个窗口没有人。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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