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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丹 秋冰 胡平 图文报道

11 月 29 日，在飞龙社区银
河湾第一城西区邻里月季园，
市城管局园艺中心联合当地社
区一起开展“我为月季园添把
力”活动。大家一边为月季园除
草、修剪树木，一边给周围居民
讲解树木如何管理与养护。老
党员朱红妹说：“以前社区树木
比较多，花卉比较少，自从有了
这个月季园，我们这些老党员
又多了一个开展活动的地方。
花开时，从这里路过，香气扑
鼻，尽是鸟语花香。月季园也是
增进邻里关系的好地方，我们
大伙儿会过来除除草，帮着社
区一起来打理园子，这里成了
社区最漂亮的一角。”

该月季园是市城管局园艺
发展服务中心今年打造建设的
首批月季园之一，也是市城管
局参与社区治理的一项为民办
实事项目。以市花月季为载体，
市城管局在全市范围内优选适
合月季生长的社区闲置空地，
指导社区居民参与栽植，精心
打造了 8 座各具特色的社区月
季园，为居民在家门口休闲赏
花提供了好去处。

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吴建荣说：“社区是城市的‘毛
细血管’，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市城管局

把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件
件‘关键小事’列入‘我为群众
办实事’项目清单，为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加
码出力。”

在城市管理中，针对小区
高大树木存在安全隐患、影响
居民采光、病虫害治理难等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市城管部门
充分发挥园林绿化专业优势，
多措并举开展“百名义工进社
区”活动，城管党员义工队先后
走进东头村、白荡村委、浦南小
区等地，为树木把脉看诊、开方
治病，通过疏枝、修剪、整形等
方式，让居民小区安全得到保
障、让居民享受到和煦阳光，让
树木得以健康生长。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住宅小
区治理水平，市城管局聚焦小
区物业费中的“小切口”，找准
物管的难点、痛点，重心下沉至
最前端，着力破解基层社会治
理物业管理矛盾多发的难题，
于去年底启动了住宅小区业主
公共收益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
执法检查，首批检查了百大康
桥、泰和之春、香溢澜桥等市区
100 个住宅小区，覆盖 24 万余
户居民。通过打通监管信息采
集渠道、厘清市场主体管理职
责、唤醒业主群体自治意识等
方法，采取扎实有力的行动、动
真碰硬的整改，使 4000 余万元
业 主 公 共 收 益 统 一 入 账“ 归

位”，促进业主公共收益在小区
治理环节中发挥应有作用，为
解决基层治理实际难题打通路
径、夯实基础，提升政府公信
力，增强百姓满意度。

城市管理涉足社区治理，
不仅在城区范围，更是把触角
向农村延伸。今年，我市因地制
宜、科学引导、扎实推进“厕所
革命”，新建、改造、扩建农村公
厕，均按《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
管理规范》的三类以上标准实
施，有条件的地区按照城市公
厕二类、一类甚至是旅游公厕
的标准来进行设计和施工，完
善公厕导向标识系统和无障碍
设施建设，并遵循优化外形设
计与乡村风貌相协同、优化排
污设施与环保要求相一致、优
化日常监督与长效管理相结合
的“三优化”原则，真正做到“建
管并重，长效运行”。

据悉，市城管局在强化“厕
所革命”的同时，全力推进公厕
信息普查工作，加大信息化建设
力度，实现对公厕点位分布、长
效管理的全方位监管；加大“公
厕联盟”构建力度，引导更多的
社会公厕对外开放，补齐城市公
厕布局不均不足的短板。

聚焦社区治理，宜居生活更称心
做百姓最贴心的“城市管家”③

■唐文竹 常组宣 图文报道

本报讯 经推荐遴选，由中
组部、中宣部确定的 32 名全国

“最美公务员”12 月 2 日发布。
溧阳市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颖名列其中。

“没有一把锁是打不开的，
没有一块坚冰是不能融化的。
关键要带着真感情，设身处地为
群众着想，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
决问题。”王颖坚守基层信访岗
位 20 年，凭着“把责任和群众永
远装在心里”的信念，她连续 8
年坚持工作日局长接待“不打
烊”，利用“8 小时”之外时间下
访群众 460 余批次，推动化解疑
难信访问题 720 余件，协调处理
群体访 520 多起，群众对信访部
门满意度达90%以上。

在工作中，王颖总结出了
“简单事项马上办、普通事项提
速办、所有事项认真办”的“三
办”工作机制，还首创了“一张表
格工作法”，实现了让信访群众

“最多访一次”目标，成功推动处
理信访矛盾 380 多起，其中办理

时间最短的仅用 2 小时，问题平
均办结时间 6 个工作日，基层干
部也普遍感觉这样的程序操作
性强、接地气。她还在全省率先
探索，整合接访中心、调解中心，
成立溧阳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将“访”和“调”合为一
处，对涉及部门多的信访事项实
行接访、调处、会办、处理和督办

“五联合”，推动了矛盾纠纷“一
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
解决”，让来访群众的合理诉求

“件件中心统办，事事有个说
法”，创造了新时代信访工作的

“溧阳模式”。
在王颖的带领下，溧阳市已

连续 3 年被评为江苏省信访工
作先进市，2020 年度信访工作
考核列全省 114 家县（市、区、开
发区）第一名。溧阳市人民来访
接待中心先后被评为“全国巾帼
文明岗”、江苏省“首批人民满意
窗口”、江苏省“人民满意窗口质
量提升工程示范单位”等。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
出了“最美公务员”发布消息，焦
点访谈节目播出了他们的事迹
专题报道。

溧阳市信访局党委书记、局长王颖

获评全国“最美公务员”

■刘一珉 张小莉

本报讯 12 月 1 日，随着钟
楼区退役军人“积分选岗”完
成，我市 2021 年符合政府安排
工作条件退役士兵、退出消防
员安置任务全面完成。

今年上级下达我市符合政
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 81
名、退出消防员 3 名，接收人数
为我市 20 多年来最多。这些
退役士兵、退出消防员普遍服
役 12 年以上，有的长期在边远
艰苦地区驻守，有的在特殊岗
位默默奉献，为国防和军队事
业付出了青春。为圆满完成安

置任务，我市提前谋划、统筹部
署，专门出台了《关于符合政府
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接收安
置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着重
就退役士兵、用人单位和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三方权责进行了
明确，还配置了完整的工作流
程图。同时，对全市移交安置
条线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

在各级编制、人社、国资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今年全市
共筹集退役士兵安置岗位 124
个，人岗比例达到 1∶1.5，其中
事业单位比例较往年明显提
升。在岗位开发过程中，明确
用人单位必须详细注明每个岗
位的工作内容、薪酬待遇、作息

时间、工作地点等信息；岗位计
划下达后，要求各辖市区主动
对接用人单位，并组织退役士
兵召开岗位说明会。在选岗过
程中，统筹安排选岗时间，利用
时间差将未选优质岗位及时调
剂使用，保证退役士兵能够充
分选岗。选岗当天，各辖市区
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邀请
用人单位现场办理接收手续，
确保“阳光安置”。

接下来，各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将继续做好安置“回头
看”，督促退役士兵按时报到，
用人单位及时安排上岗，并持
续关心退役士兵工作生活情
况，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积分选岗 阳光安置

我市2021年退役士兵岗位安置完成

■尹梦真

最近的天气真是一成不
变，每天都是晴好天气，让人
都有些疲倦，不过冷空气带来
的“高颜值”天空还是很漂亮
的，一眼望出去，似乎处处都
是好莱坞大片的风景。

昨天，市气象台官宣：常
州于 12 月 1 日入冬。气象上的
入冬标准为连续5天日平均气
温≤10℃，常年入冬时间为 11

月 23-24 日，历史最早入冬时
间为 2000 年的 11 月 11 日，最
晚入冬时间为 1994 年的 12 月
12日，今年我市入冬时间较常
年偏晚8天。

根据目前气象资料显示，
短期内我市仍持续晴好天气。
冷空气影响将趋于结束，白天
最高气温也会有所回升，但是
早晨气温仍然偏低，早出晚归
的市民要注意保暖。另外，12
月5日前后天空云系将短暂偏
多，但是不会有明显降水。

常州入冬了

王颖（右）接待来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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