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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回头看”查找问题促整改

民主评议让基层站所工作更贴民心

■见习记者 李彦 通讯员 岑毅

签订廉政结对协议书,对党员进行廉政教

育,帮困难群体办实事……今年，新区全面开展

大居建设廉政共建结对，为完成全年大居建设

目标任务提供了廉洁保障，也提升了社会群众

满意度。

随着大规模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推进，

一个个配套设施趋于完善的大型居住社区地

块相继崛起、竣工和交付使用。为了给民生

利益关联度高、廉政风险诱发度高的大居工

程建设筑起一道廉洁“屏障”，自今年 5月起，

区大居建设推进办、区纪委、区检察院、区建

交委、基地所在镇和建设单位广泛开展廉政

结对活动，着力打造工程优质、干部优秀的

“双优”工程。

廉政教育提升岗位责任

在承担惠南民乐大型居住社区民生工程

的建设任务中，上海中建申拓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党委与区大居建设推进办、区检察院、惠南

镇政府签订了《廉政结对协议书》。公司党委

深入开展廉政教育活动，通过组织专题学习和

反腐倡廉讲座、观看警示教育影片等，对参与

大居建设的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教育。共建结

对的廉政学习也让大居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效。惠南民乐大型居住社区按照“高起点规

划、高水平设计、高质量施工、高要求管理”的

理念，践行“绿色设计”，倡导“低碳、环保”理

念，获得了上海市最佳房型奖，并通过“绿色建

筑设计一星”认证。

同申拓公司一样，有不少在大居建设上

默默耕耘和奉献的企业依托党建联建廉政结

对平台，对大居建设的廉政廉洁有了新的认

识，管理岗位上的党员在思想上也得到了净

化。上海建工汇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经常与镇政府、区推进办沟通，通报项目进展

情况，及时向他们反映在手续办理当中发现

的瓶颈问题。在航头工地，还运用视频信息

化管理，杜绝闲杂人员随意进入工地，避免安

全事故。

在共建单位的指导帮助下，上海汇航城市

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创建了“文明部室考评机

制”，开展争当“岗位能手”、争创“文明岗位”、

创建“青年先锋号”等活动。不少奋斗在大居

建设一线的党员同志表示，多样的活动形式有

助于廉洁文化更好地融入企业，也提高了工作

的责任心。

今年 1月至 11月底，2013年浦东大居 110
项配套项目推进已实现 73 项开工和建设，51
万平方米住宅竣工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廉

洁保障有力推动了大居建设的完成。

帮困慰问温暖人心

廉政结对惠及的不只是与大居建设相关的

工作者，还有一些需要关爱的居民。“谢谢党和

政府关心，我会永远铭记于心。”居住在三林镇

懿德社区的老党员王从俭热泪盈眶。今年80岁
的王从俭身患糖尿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老伴也

身患残疾。老人的嫂子瘫痪在床多年，长期以

来靠药物治疗才能控制。三位老人的退休工资

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的医药费。懿德社区党委得

知后立即为这家人送上了慰问品和慰问金。

在廉洁保障工作实践中，共驻共建单位把

帮助困难党员、弱势群体提上议程，经常带着

米、面、油等生活用品，深入到贫困党员家庭中

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心与心的沟通，帮助他们

办实事解难事。针对区域内为数不少的建筑

工地，社区党委有效利用自身资源，开展“文艺

进工地”、“食品安全知识进工地”、“法治进工

地”等活动，丰富了工人及周边居民业余生活，

提高了外来务工人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

法办事的能力。

廉政结对活动推进大居建设

“双优”工程喜获安全屏障 ■通讯员 黄辉 见习记者 李彦

一个网站、一条热线、一支专家队伍，浦

东新区农业信息中心实施的“惠农通”项目为

服务“三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惠农通”

平台接通了农村信息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也为农民架起了“致富桥”。

“惠农通”以“浦东惠农通网”为技术依

托，建立起全区农户信息资料库、专家库等数

据库。在供用户检索查询的同时，还增设了

短信服务功能，直接和手机注册农户对接，实

现个性化的点对点信息互动服务。“惠农通”

的数据共享也让农民种地、买菜变得更“信息

化”，如今很多当地农民已成为“惠农通”的忠

实粉丝了。书院镇塘北村16组的严根标，原

来只种植青扁豆，在接收“惠农通”发送的每

日价格信息后，他细心研究，决定扩种效益较

高的韭菜。严根标还通过“惠农通”网站及时

掌握了周边市场价格信息，防止了因自己不

了解市场信息而遭受收购商贩的压级压价。

今年 4月，大团镇果园村王光平种植的

50亩水蜜桃中有10亩幼年树出现了病斑，他

想都没想，拿起电话就拨打了"68012316"。
这是“惠农通”平台的热线电话，为农户免费

提供“三农”技术服务。热线及时与桃树专家

取得了联系，随后专家实地了解情况，确认桃

树得了疣皮病。王光平根据专家的建议对桃

树进行了修剪、清除杂草，加强了桃园的通风

透光。不久，桃树的病斑得到了控制，桃园又

恢复了蓬勃的生机。

农民们不仅可以向“惠农通”平台的热线

电话“求助”，自家种植的蔬菜瓜果“生了病”，

农民还能自个儿找专家“就诊”。今年 3月，

书院镇余姚村农户缪大妹种植的5亩甜瓜发

病，她紧急联系了区农技中心“惠农通”专家

倪秀红，在专家的指导下，甜瓜果斑病病害的

传染蔓延得到了控制，她松了口气：“‘惠农

通’的专家真是我们致富的保护神。”

目前，运行5年的“惠农通”平台已拥有注

册农户近10万户，累计发送短信500多万条，农

户满意率为76%；接听农民的求助电话300多

个，答复满意率为80%。“惠农通”已成为倾听农

民心声、解决农民困难的好帮手，这一服务基层

的平台也成为政府与农民的沟通桥梁。

■通讯员 凌华 见习记者 李彦

如何为浦东南片地区近 17万用户提供

优质液化气及优良的售后服务？南汇液化

气公司严把气源质量关和灌装计量关，依托

品牌优势，打造“放心、优质、安全”的液化气

销售服务平台，保障液化气的正常供应。

截至今年10月底，南汇液化气公司共采

购液化气 16532.49吨，年内未发生一起生产

安全事故。公司正常运转和安全经营的背

后是不懈的品牌建设和科学化的管理。南

汇液化气公司的所有液化气均来自央企炼

油厂家，公司牢牢把握采购、运输、储存、灌

装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绝不掺入“二甲醚”等

其它气体或物质成分，确保供气质量。除了

在灌装过程中实行“两次”计量外，各供应站

都配有定期检验合格的称重设备，随时接受

用户的监督和检验，踏踏实实为百姓提供

“称心、放心、安心”的液化石油气。

在监督生产安全上，南汇液化气公司根

据市政府实事工程推进要求在气瓶上统一

安装了电子标签，对公司名下的“南益”钢瓶

管理从采购、灌装、运输、销售、用户、使用、

返回等整个流通环节，进行多达 6次的电子

信息采摘读写。全面、准确、详实地掌握钢

瓶的动态管理，使钢瓶档案信息管理、钢瓶

灌装生产管理、钢瓶物流调度管理、钢瓶销

售管理、钢瓶配送管理、液化气用户信息管

理、售后服务管理等方面软件记录都得到了

进一步完善，确保市民用上“放心气、优质

气、品牌气”。

■见习记者 李彦 通讯员 郭根明

日前，以“美丽临港，风清气正”为主题的

2013 临港地区廉政诗歌征文活动落下帷

幕。参与活动的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师生、社

区居民做了回“文人墨客”，用文字表达出对

临港的热爱和对廉政的解读。

临港地区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后，迎来了

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廉政诗歌征文

活动是南汇新城镇打造临港地区诗歌文化品

牌的契机。活动自今年 3月启动后，得到了

辖区单位和社区居民的积极响应，共征集到

诗歌作品256篇。

洋山边检的苏志强在本次诗歌征文活动

中获得了一等奖。“还真没想到我会得奖。”他

笑着说。苏志强创作的诗里，“廉”被意象成

一种色彩和姿态。身为一名出入境警察，苏

志强每天的工作是对出入境的船舶进行巡查

和监护。在洋山边检工作了 5年多，他也亲

眼目睹了临港从一片荒地演变为一个充满活

力的新城。苏志强心里的“廉”正像如今临港

的天空那样蓝，道路这么宽。

据悉，临港管委会和南汇新城镇将把诗

歌创作活动延续下去，并计划成立诗歌协

会，建立诗歌创作、活动、宣传等激励机制，

组织诗歌创作培训班、诗歌座谈会等，提高

写诗水平，形成写诗氛围，使诗歌文化在临

港地区生根发芽，打造临港地区廉政诗歌的

文化品牌。

打造廉政文化品牌
2013临港地区
清廉诗歌征文活动落下帷幕

接通农村信息服务
最后一公里
“惠农通”为农民架起“致富桥”

品牌建设常抓不懈
动态管理全面准确
南液公司为居民提供优质液化气

【清风漫画】

□北蔡镇政府供图

区大居建设推进办与航头镇签约结对。 □航头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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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丽萍

基层单位工作效率如何？服务态度是否

端正？是否严格依法依规办事？2013年4月至

10 月，浦东各基层站所又一次接受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等各方人士的民主评

议。继2010年至2012年的民主评议，浦东各基

层站所积极“回头看”，继续查找问题，巩固成

绩，让工作更贴民心。

2010 年，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新区纠风

办下发了《浦东新区民主评议基层站所工作实

施意见》。要求用三年时间对全区工商、税务、

绿化等主要基层站所普遍进行一次评议，目标

使基层站所作风明显好转，依法行政能力明显

增强，不正之风问题明显减少，服务质量水平

明显提高。

为做好评议工作，2010 年开始，浦东各街

镇制定方案、开动员大会，积极组建评议小

组，邀请各方人士参与，力求评议内容客观、

公正、真实。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问卷调

查、电话暗访……各街镇用多种形式对辖区

内被评单位的依法办事、工作效率、信息公

开、服务质量、廉洁自律、制度建设等六大块

工作情况进行调查评议。三年中，各街镇评

议员共召开评议大会 287 次，听取介绍、沟通

反馈 1021 次，发放调查问卷 37089 份，电话暗

访、走访服务对象 12465 人次，召开座谈会

1581次。

通过民主评议，工作进一步畅通了与群众

的沟通渠道，针对被评站所政风行风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实事求是、原汁原味地向被

评站所反馈群众的心声，被评单位也及时作出

或整改或解释的回应。

如祝桥镇东海派出所，对于民主评议征集

的建议，派出所积极加强窗口规范建设，在办

公区域因地制宜的设置群众休息区，提供了座

椅、饮水、老花眼镜等，并设置了引导员。许多

基层站所还公开办事程序、便民措施和服务电

话，简化办事程序要求，不让群众多跑路，对于

能及时办好的事情不拖延，对于一时难以办结

的事，要求讲清道理，做好说服工作，取得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据初步统计，三年中，浦东323
个基层站所接受了民主评议，全区评议提出的

问题 1864个，截至目前已解决 1646个，解决率

达到88.30%。

今年 4 月至 10 月，浦东各街镇又对 2010
年至 2012 年已被评基层站所实行“回头看”，

继续查找问题，及时整改解决。与此同时，又

探索对区内 26家土地所和 36家街镇的民政管

理职能开展评议。如花木街道在 5月到 9月间

分步有序地对花木土地所和花木街道民政职

能履职情况进行了民主评议，并对 2010 年至

2012 年评议过的 8 家基层单位开展了“回头

看”。祝桥镇对祝桥土地所、机场土地所、镇

社建办民政条线三个单位组织开展了民主评

议活动。

许多基层站所的服务对象都充分肯定评

议活动取得的成果。有人说：现在“门难进、脸

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少了，这些站所使我们老

百姓越来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