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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陈刚蒋芳叶含勇 白田田
水金辰

市场保供应，出行保安全，温暖送入困
难户，民工工资不犯愁，文化惠民“富”精神
……春节临近，春运繁忙市场兴旺，老百姓
的衣食住行和安危冷暖，事关能否过好春
节，各地各领域正全力以赴，展开系列保障
工作。

保供应
春节“不打烊”服务安全有支撑

一楼干杂、水产、鲜花，二楼鲜肉、腊
味、果蔬，环境整洁有序，“生熟鲜腊”码放
整齐——这里不是大型商超，而是一个菜
市场。“以往每到过年就买不到像样的菜和
肉，价格还贵得很，现在不怕了。”在成都益
民菜市长顺街店，一位挑菜的老大爷说，老
伴生病了，就想每天都给她换换口味，“新
鲜蔬菜随便挑”。

益民公司副总经理郑克克说，旗下 33
家益民菜市春节七天均不打烊，每日都有
蔬菜、肉类等品种供应。成都的各大农产
品批发市场加强与蔬菜、水果主产区的政
府、基地、农户、经销商之间的对接，并组织
市场商家适当增加产品库存。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物流日益便利，
“年前大量囤年货、过年天天吃腊味”的传
统习惯正在发生改变。郑克克说，消费者
现在可以网上下单，3 公里范围内 2 小时配
送上门。

保供应也要保质量安全。记者在成都

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看到，大车小车的农
副产品正等待食品安全“快筛”。市场的

“智慧食安”系统，与政府实现联动监管，确
保“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过程可控、责任可
究”。成都市还在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
项执法检查行动，春节将完成 1130 个批次
蔬菜、水果、食用菌、畜禽产品、生鲜牛乳等
质量安全抽检。

不只是市场，交通、治安、旅游等领域，
也在保服务供应、保安全供应。春运期间，
江苏全省安排公路客运运力 3.38 万辆、144
万个客位，日发班次 3万次以上。公安交警
部门正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全面排查清理
道路交通风险隐患。春节期间，江苏省每
天将投入 5万余人次警力，开展巡逻防范工
作，“让老百姓感觉警察就在身边”。在江
苏全省 200 多家 4A 级以上景区，已全部实
现监控视频与国家旅游局产业监管平台的
对接，保障节日旅游安全。

送温暖
困难有人问 帮一时更助长久

春节前到山区结对贫困区走访，是浙
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多
年来自觉形成的“必选动作”。这几天，他
们又沿着盘山公路，给数十户贫困家庭送
去慰问金和新春祝福。

在各地，节日温暖纷纷“送”进贫困家
庭。腊月廿四是南方小年，一大早，湖南衡
东县荣桓镇扶贫办主任刘岳峰来到帮扶对
象刘新国家，送上米、肉、鱼和糖果。到了
中午，刘新国端上热气腾腾的红烧肉、红烧

猪脚、水煮鱼，一家人和刘岳峰共度小年。
刘新国身患残疾，两个女儿都在上学，

刘岳峰每个星期会到他家走访。刘岳峰
说，过去干部慰问困难群众，只是一次性发
点钱物，现在则是久久为功。去年，由政府
提供产业扶贫资金，刘新国养了 24头猪，春
节后再过两三个月出栏，可获得数千元的
收入。

在湖南益阳市南县，政府部门一改简
单送米送油的方式，发动困难群众提出“微
心愿”，让春节慰问更具针对性。南县茅草
街镇友谊村贫困户李祥新的妻子长期瘫痪
在床，急需辅助生活的设备。扶贫工作队
听闻后，近日专程前往李祥新家，送去一辆
价值 680元的轮椅。

农民工欠薪曾是春节期间的“老大
难”。8 日，安徽天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分管财务的总经理来到生产车间，将月
工资和“过年费”送到刘王平夫妻手上。

“国家大力保障我们农民工工资支付，企
业也在健全规章制度，欠薪似乎已是‘过
去式’。”回想多年前在另一家工厂、每
年被拖欠好几个月工资的情形，刘王平
感慨不已。

近年来，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新
招”频出、果断“亮剑”。在建筑领域实行农
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差异化缴纳政策，要
求所有建筑工程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设立仲裁委员会建设领域维权中心，要
求用人单位签订《规范劳动用工诚信承诺
书》，对于不守信的用人单位，将不良信息
记入诚信档案……在安徽合肥，该市人社
部门从源头预防、过程防控和快速应急处
置等多方面约束市场主体行为，构建起农

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网。

“种”文化
精神年货足“富口袋”也“富脑袋”

欢声笑语、书声琅琅。江苏徐州市贾
汪区马庄村已是一派节日景象。2月 10日，
在村委大院里，书香大使们向乡亲们赠送
了富民福袋，给孩子们送来了少儿读物。
在村里的农家书屋，书香江苏形象大使、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祁智结合儿童文学作品

《小水滴的除夕》，为乡村孩子们上了一堂
生动有趣的阅读课。

春节将至，文化活动成为多地的亮丽
风景。在南京市高淳区东坝镇下坝村的古
戏台上，一场由江苏省戏曲票友带来的迎
新春专场演出上演，梅花奖得主、扬剧表演
艺术家徐秀芳也来捧场。京剧、越剧、黄梅
戏、锡剧、扬剧、淮剧等悉数亮相，锣鼓喧
天，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众多乡亲。

群众文化“年”味更加浓郁，得益于公
共文化资源重点向乡村倾斜。江苏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尹晓平说，全省采取上
下联动的形式，省、市两级组织众多送演
出、送展览下乡活动，县、乡两级也将开展
更多的文化惠民活动。

无锡大剧院票务中心经理崔建彬这个
春节会比往年都要忙，今年的新春演出季，
这里演出场次增多。“我们也像电影院一样
打造了‘贺岁档’的概念”，崔建彬说，这几年
无锡演出市场消费习惯的培养，如今剧场的

“年味”越来越浓。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群众冷暖在心头
——各地春节保障工作扫描

□ 余佩霞 本报记者胡佳音

“张大妈，我们给您送信来啦……”2月 5日（农历腊月
二十），雁江区狮子山街道办狮子山社区副主任王辉仲走进
车苑小区，当上了春节“廉年信使”。

在2018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雁江区纪委监委特别制作
《致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封信》（春节版），通过全区进村入
户发放、公众场所张贴和“廉洁雁江”一微一网两平台向全区
广大干部群众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同时也将雁江一年来
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的成效进行点对点汇报，全面提升干部群
众的知晓度、认可度、满意度，激发干部群众对家乡的热爱，
积极为家乡反腐倡廉和社会评价工作点赞加油。

同时，雁江区纪委监委还分门别类针对性印发了致全
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部及其家属的
一封信。

“从外地打工回到家，一回来就是满满的归宿感。”
“看到家乡这些年发展如此迅速，我真心感到骄傲。”
“一直以为纪委工作都是神秘的，这种公开信的形式揭

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让我们群众真实地感受到了反腐行
动就在身边。”

“这封信公开了区纪委的举报电话和举报地址，以后遇
到问题我们就知道找谁了。”

“总听说‘打老虎’‘拍苍蝇’，回来看到我们雁江纪委
2017年所做的工作，让我们对党委政府更加有信心了，雁江
的未来和发展肯定更有盼头！”

几位外出务工回家过年的村民手里拿着信，脸上洋溢
着幸福和自豪，对家乡的变化发出由衷的肯定和赞叹。

“建设廉洁雁江必然离不开坚强的纪律保障，这些成绩
的取得是纪委自觉担当起政治责任的充分体现。”区教育局
纪委书记甘兰英如是说。

“民情是研判群众满不满意的‘晴雨表’，民意是评估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的‘风向标’，民心是整改突出问题狠
抓工作落实的‘助推器’。”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龚华表
示，“2018年，我们将进一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深化
改革，突出主业主责，开拓创新进取，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
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措施，以社会评价工作为抓手，
进一步深化‘清风行动’，持续深入从严惩治‘微腐败’，纵深
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为加快建设美丽繁荣怡然廉洁雁江营
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而不懈努力。”

□ 刘建华

近期，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业厅切实贯
彻落实公司部署，以“创新服务模式”为指引，持续推出多项
窗口服务新举措，受到广大客户高度赞誉。

温馨提示卡
架起服务“连心桥”

“有了这张提示卡片，再有啥问题打个电话就行……”
一位手里拿着温馨提示卡的客户高兴地说道。

过去，营业厅窗口存在部分业务需后台班组或专业协
同处理才能完成，导致客户短时间内无法办结。虽然窗口
工作人员都会详细记录客户的业务诉求和联系电话，并告
知客户将尽快处理完毕并主动答复。但客户离柜后，由于
没有营业窗口的有效联系方式，无法及时了解到业务的办
理情况和进度，甚至可能导致出现新问题后还会再次往返
营业厅，存在一定的服务漏洞。

为避免客户跑“冤枉路”，确保“一次性临柜”办结业务，
营业厅从细节上“抠”服务，设计并制作了未办结业务温馨
提示卡，畅通窗口与客户的联系通道，并落实专人负责电话
接听和回访工作，建立窗口未办结业务跟踪处理台账。通
过这一张张小卡片，在窗口与客户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服务
的“连心桥”。

新增线上业务坐席
深化“互联网+营销服务”

电子渠道建设推广在“互联网+营销服务”工作中具有
重要作用，为强化实体营业厅“面对面”推广力度，增强推广
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客户服务中心营业厅紧紧围绕营销转
型，根据业务数据分析决策，在窗口服务人员没有增加的情
况下，通过优化窗口功能配置，于近日新增线上业务咨询办
理坐席，落实专人负责线上业务的咨询、推广及故障处理工
作，“手把手”引导和协助客户使用掌上电力APP、电 e宝等
电子渠道，主动适应业务线下往线上转移发展趋势，加快实
体营业厅智能化升级。

技术创新实现远程购电
下发失败自动处理

随着掌上电力APP、支付宝等线上购电方式的持续推广，
通过网上缴费的用户比例正日益增加，随之而来的却是远程下
发失败数量的剧增。充值金额无法及时成功下发到电表，既给
用户带来不好的使用体验，影响线上缴费推广工作的开展，还
导致了95598抢修工单、非抢修工单的大幅增加，给营销服务
人员增加工作量。为此，客户服务中心营业厅展开技术攻关，
实现了远程购电下发失败的自动处理，不仅将之前负责此类业
务的工作人员“解放”出来，7x24小时的全天候自动处理还可
充分利用凌晨通信信号好的优势，大幅提高下发失败处理成功
率。据统计，该项技术创新应用后，客户服务中心的日均动态
远程下发失败数量下降了50%左右。

新年新举措，服务树标杆。客户服务中心营业厅将以
“素质提升年”和“创新驱动年”为契机，创新服务模式，提升
服务质量，力推窗口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您有一封信
来自雁江纪委监委

资阳供电公司：

持续推出
窗口服务新举措

↑春节临近，河北省永清县市场上各种造型可爱的生肖狗饰品深受人们喜爱，吸引众
多居民前来选购。图为2月12日，在河北省永清县一年货市场，一名小朋友在家人的陪伴
下挑选生肖狗饰品。

↓2月12日，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工人们悬
挂起6排灯笼墙，共计2000多盏大红灯笼，迎接新春
佳节的到来。图为当日，市民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的灯笼墙前拍照留念。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