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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联络站半年收集民意逾300
打造代表联系选民平台及时收集了解居民诉求；均已按照程序解决或交由相关部门办理

本报讯（记者 李滢）记者从区人
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获悉，我区持续
加强代表联络站建设，截至目前，全
区已建立代表联络站 115 个，基本实
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区已安排
165名市区人大代表进入代表联络站
开展活动近 213 次，收集选民群众意
见建议300多条。

搭建政民“连心桥”
聚焦热点听民声

为充分发挥代表建言献策、服务
发展的作用，近日，人大交道口、东花
市、崇外等街工委分别开展人大代表
联组活动，对本辖区内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进行视察调研。

在交道口街道，交东人大代表联
络站、南锣人大代表站组织人大代表

分成两组，集中视察调研南锣主街营
商环境、南锣垃圾分类处理情况、帽
儿胡同便民菜市场、交东社区卫生服
务站、香饵胡同内机动车停车情况及
改造提升后的公厕使用等情况。

现场视察调研结束后召开了“聚
焦南锣 整治提升 人大代表在行动”
视察调研恳谈会，邀请部分居民代表
与人大代表、办事处相关领导一同座
谈。针对前期代表接待选民征集意
见的情况，街道办事处 5 个职能部门
的相关领导按照职责范围，将 51 件
意见办理情况向各位代表和选民代
表进行逐一反馈。

据悉，在南锣鼓巷街区整治修缮
和风貌保护过程中，区街相关部门充
分发挥人大的监督职能作用，先后多
次组织人大代表参与“雨儿胡同的美
好生活——居住环境改善与公共空间

意愿讨论会”、交道口街道控制性详细
规划阶段成果（街区层面）专题研讨
会，围绕居民需求的养老驿站、幼儿
园、卫生站等方面的建设提出建议，对
街区定位、现有可利用面积下的功能
规划、申请式退租政策下实现有效疏
解的实施策略进行讨论；开展接待选
民活动，就胡同停车难、社区卫生服务
软硬件建设、南锣营商环境、养老设施
建设等方面，对选民群众提出的意见
建议进行归类，以代表建议的形式将
选民反映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为
选民“代言”、向政府“建言”。

将建网上联络站
服务百姓“不打烊”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代表联络站是闭会期间人

大代表开展常态化活动的主要阵地，
也是密切人大代表与选民群众联系、
规范和优化人大代表履职的重要载
体，通过组织代表在站内有效地履职
尽责，依法依程序办好老百姓身边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强代表联络
站建设，按照“全覆盖、制度化、常活
动”的总要求，加强代表联络站规范
化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建立代表
联络站115个，基本实现全覆盖。

代表联络站借力街道建成的“社
区议事厅”“居民议事厅”“胡同茶馆”
等居民议事平台，拓宽收集报送渠
道，及时收集、了解居民群众关心的
问题和需求。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我区已安排 165 名市区人大代表进
入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近 213 次、接

待选民群众 8000 余人次、收集选民
群众意见建议 300 多条。其中，30 余
条在代表联络站内解决，70余条通过
街道层面解决，117 条建议按照法定
程序提交区人代会，60余条通过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接待人大代表
机制协调解决，16条建议委托市代表
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市人代会交有关
政府部门办理。

据悉，下一步，区人大常委会代
表联络室将加强调研，适时建立网上
代表联络站，充分运用现代互联网科
技手段，建立代表网上联络站，积极
打造服务百姓 24 小时“不打烊”的代
表履职网络直通车，通过努力建设规
范、高效、充满活力的人大代表联络
站，充分发挥小阵地大作用，使之真
正成为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的重要平台。

本报讯（记者 李滢）连日来降雨不
断，住在西园子2巷的居民却再也不用
担心胡同内大树倒伏了：“多亏了街道
及时响应，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居民诉求快速得到回应

日前，天坛街道接到居民诉求，称
自家所在的西园子2巷中有一棵老树
倾斜，危及周边房屋与居民安全，希望
街道能够处理。天坛街道接诉后立即

组织社区网格员前往现场查看，发现
由于近期频繁的大风及降雨天气，导
致该树木倾斜。天坛街道城市管理办
公室第一时间对倾斜树木进行摘帽作
业，解决了居民诉求问题，居民对街道
及时响应、快速处理表示感谢。

同样得到快速处理的，还有前门
东大街 2 号楼富先生家的漏雨问
题。因楼体施工导致自家阳台近 1
平方米的面积漏雨，接到富先生反映
的情况后，前门街道仅用时 4 天，便

积极协调楼体施工方于8月7日完成
房屋防水铺设，使富先生摆脱了“屋
外大雨屋内小雨”的困扰。

“防汛相关案”优先受理

居民诉求的及时响应、快速处
理，得益于区网格服务管理中心启动
的汛期群众诉求快速响应工作机
制。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正值汛期，
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要求网格监

督员和督察员主动采集汛情相关信
息，做好雨水箅子、电力设施普查工
作，加大对地下管线、树木安全、道路
破损等问题的上报力度，并开辟“绿
色通道”，优先处理排水设施、房屋漏
雨、道路塌陷、树木安全等与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区网格化服务管理
中心执行快速接单、快速办理、快速
反馈的“三快”工作要求，加强 12345
热线平台值班值守，主动在群众诉求

中发现苗头性问题，做到第一时间沟
通协调，力争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
态；强化信息意识，每天专人定时统
计防汛案件数据，及时上报防汛各类
相关信息，遇突发情况及时报告处
理，各职能部门对群众反映的汛期问
题做出快速反应。

据统计，入汛以来，区网格化服务
管理中心通过网格平台共受理“防汛相
关类”案件3392件，其中城市管理网格
案件2189件、便民事项类案件1203件。

闻“汛”而动 快速响应解民忧
入汛以来网格平台受理“防汛相关类”案件3392件，网格中心启动汛期群众诉求快速响应工作机制

区人社局创新服务机制推进“接诉即办”
建立“诉调对接工作站”高效解决劳资纠纷，将推“一窗式办理”模式合并办理档案、保险、退休、失业服务业务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自“接诉
即办”工作开展以来，区人力社保局
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分别从行政
执法、窗口经办、政务服务工作等方
面健全工作体系，提高各类便民事项
办理的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

“诉调对接工作站”快速解决诉求

据区人力社保局劳动保障监察
队副队长曲辛介绍，针对投诉较多的
劳动关系纠纷问题，今年5月，劳动保
障监察队与区法院立案厅合作建立
由法院、律师、劳动保障监察队三方
组成的“诉调对接工作站”工作机制。

“如果有与公司出现劳动关系问
题的员工表示有和公司通过调解解
决问题的意愿时，就会由工作站律师

直接联系公司和员工，约定调解时间
后，一般当天就可完成调解，法院也
会于当日下发法律文书。”曲辛解释，
以前的工作流程是先由劳动保障监
察队调解，公司拒不执行时再将案件
移交到法院。有了“诉调对接工作
站”的这种“一审终结”的工作模式
后，不但大大节省了双方当事人时
间，也消除了员工与公司之间对于欠
薪问题的对立感和不信任感。

曲辛介绍，今年 5 月初，有公司
员工向劳动保障监察队反映公司欠
薪行为。通过执法人员了解得知，该
公司近期内有近百人离职，有大规模
欠薪行为。执法人员及时与公司协
调，并通过“诉调对接工作站”机制进
行调解。现已完成 40 余名员工的调
解，涉及金额116万余元。

此外，劳动保障监察队还主动出
击，与各街道建立防控机制，由街道
专人定期深入辖区工地、写字楼内部
进行检查，从源头了解辖区情况，对
于重点单位进行密切关注，尽早发现
问题，及时“未诉先办”。

四大平台业务将“一窗式办理”

“接诉即办”工作进行的同时，在
区人力社保局窗口经办工作中，也开
始积极探索综合柜员“一窗式办理”
工作机制。据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
中心副主任邹强介绍，今年计划推出

“一窗式办理”工作模式，将原来的档
案、保险、退休、失业服务四大平台业
务进行合并，由原来的独立窗口办
公，变为“一窗式办理”。

“以前假如居民需要来办理档案
和失业两个业务，就要在两个业务窗
口处分别排队，需要等候的时间较
长。”邹强介绍，实行“一窗式办理”后，
将大大方便居民，减少办理业务时间。

据邹强介绍，4 月起，四大服务
窗口已开始尝试业务两两合并，各业
务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培训学习，预计
9 月正式开始四项业务合并，实现

“一窗式办理”。

建立“提前半小时开门”工作制

记者还从区人力社保局了解到，
为让居民更加快速方便地办理业务，
减少等候时间，今年5月7日起，工作
人员提前上岗，实行上午、下午提前
5分钟上岗工作制度。

据区人力社保局副调研员许建
国介绍，7 月 29 日，区人力社保局主
动将人力社保政务服务大厅工作日
开放时间提前至上午 8 点半，建立起

“提前半小时开门”工作制。
8 点半开始，居民可提前进入政

务服务大厅休息区进行等待，服务台
的工作人员也同时上岗，随时为办理
业务的居民答疑解惑。记者在休息区
看到，一旁的几排座椅供居民休息，服
务台备有饮用水。此外，休息区提供
无线网，以及免费充电区和书报区。

“夏天天热，提前半小时开门让
一大早来排队的居民不必在炎热的
室外等候。在休息区里，我们的工作
人员可以提前对办事居民进行指引，
可以让居民提前了解所办事项的相
关内容。”许建国解释道。

租车拉活 6辆“黑车”被查
多部门联合行动检查过往可疑车辆，“黑车”司机将面临1万-5万元行政处罚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随着2019“簋街
不夜节”的开启，众多食客扎堆品尝美食，
夜晚的簋街持续爆棚，但“黑车”也伺机活
跃起来。8月 8日晚，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公
安、交通等部门在簋街西口设点，对过往有
非法营运可疑行为的车辆进行检查，当晚
查处涉嫌非法营运车辆6辆。

当日 22 时过后，街上出租车已渐渐减
少，食客站在街边等待打车或坐车。此时，
执法人员已在簋街西口设置好检查点位，
并沿街安排便衣人员盯守，实时反馈线索
便于精准检查，同时利用视频监控对簋街
整条大街交通状况进行监控、疏导。

“请注意，白色轿车，车牌尾号207，4个
大人、1个小孩从胡大这边上车”，执法人员
的电台里传来便衣盯守人员的声音。话音
刚落，一辆白色的北京牌照汽车等待交通
信号灯时停了下来，执法人员立刻对车辆
实施拦截，要求司机下车接受检查，并请车
上的乘客配合执法取证工作。

车内乘客告诉执法人员他们从胡大店
上车，要去机场辅路，跟司机约定车费 100
元。而执法人员对司机调查时却发现，该
车辆是司机翟某从磨范出行共享汽车公司
租来的汽车。翟某告诉执法人员，他是来
北京旅游，为了出行方便就租车游玩，当晚
正好路过簋街，见等待打车的食客不少，便
起了拉人赚钱的想法。随后，执法人员对
这辆涉嫌非法运营的车辆进行扣查。

“下一步，各部门还将定期联合行动，
打击整治黑车的力度绝不放松。”区城管
执法局执法队队长江山表示。据了解，当
晚的执法检查行动，执法部门共检查过往
可疑车辆 20 余辆，查扣涉嫌非法运营车
辆 6 辆。根据《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
规定》，“黑车”司机将面临 1 万-5 万元的
行政处罚。

同时，执法部门提示广大市民，为了您
的人身财产安全，出行时请选择正规的出
租车或网约车出行。通讯员 刘满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