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评 编辑 石洪萍 81853736
组版 徐 静

2020年11月11日 星期三

05

巡塘
走笔

新论

我市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助推引才、科创和简化审批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但企业对政策的了解、把握、运用还显得

很不够，这就需要新时代“店小二”深入研究政策，在政策与企业之间当红娘，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政策红利。把敬业

专业的服务精神渗透到城市的末梢细节，并把其内化为城市的气质，这样的服务才更有底气更有温情更有效率，才

能为无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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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企业才能精准服务企业
□ 赵怀忠

制止浪费要落到实处趣图
说事

建设更有温度建设更有温度
的人文之城的人文之城

新闻回放：不久前，一场小小音乐
会在宝山区大场镇保利叶之林社区市
民学校举行。钢琴、古筝、电吉他纷纷
亮相，一个个动人的音符从孩子们的指
尖流淌出来。这样的小小音乐会，今年
已是第四届。小区里有未成年儿童的
家庭至少占一半以上，而孩子成为连接
两代人的纽带。社区紧紧抓住“育儿”
这个居民最关心的话题，组织一场场小
小音乐会，很多居民对待社区事务从一
开始嘴上发牢骚，逐步转变成理性求共
识。社区治理工作也由此逐步顺畅起
来。 （据《解放日报》）

快评：社区的事务不怕居民意见不
同，就怕居民漠不关心。如何提高居民
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一直是基层治理
的难题。在社区实践中，有的社区劳心
费力举办活动，但居民却并不领情，社
区治理效果也没有多少改善。上海市
宝山区大场镇保利叶之林社区的案例
说明，寻求恰当的支点，与居民需求同
频共振，能够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
热情，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

每个社区的居民构成是不同的，年
龄、职业、需求等各有差异，因而在社区
治理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找准社区治
理的支点。比如之前锡城有的社区通
过纸质问卷调查、微信公众号、社区小
程序等同居民进行沟通，发掘本社区居
民最关心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亲子
垃圾分类、文明摄影展等活动，吸引了
不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不光是日常
琐事，一件感动人心小事、一次有意义
的活动都可能成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的契机，进而帮助社区形成自身的特色
和优势。当然，社区特色的形成，是一
个不断积累的过程，需要通过坚持不断
强化社区的优势，逐渐在居民心目中树
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王皖杰）

找准社区治理支点
与居民需求同频共振

据报道，梁溪区莲蓉园社区打造
“居民家门口”的微型消防亭，在里面配
备消防作业服、灭火器、水带水枪等灭
火器材，同时在亭子周围张贴消防安全
小常识等。

曾有消防战士到校园宣讲消防知识，
他现场问了同学们这样一个问题——你
知道小区的消防设施在哪儿吗？很多学
生都摇了摇头。细想一下，学生们回答不
上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区的消
防设施不太醒目，很多人都忽视了。另外
一个原因是，小区的一些消防设施被障碍
物遮挡，我们常常发现不了。这些障碍
物，有些是人为的因素，有些是客观的因
素。

显然，微型消防亭亮相社区，给了
我们有益的启示。首先是它的教育作
用。这种微型消防亭，不管是颜色还是
图案、文字，都体现了很好的创意设
计。以这种方式宣传消防知识，不仅生
动活泼，而且很多人都乐于接受，尤其
是对于好奇心较强的孩子。其次是它
的实战作用。一旦小区发生火灾，这些
在小区醒目位置放置的消防设备将在
第一时间发挥很大的作用，不管是提供
防护装备，还是提供灭火设备，都会非
常给力。有了微型消防亭，消防部门还
可以定期到社区开展消防知识宣讲、指
导居民进行灭火救援演练，这对于防范
火灾事故发生、减少事故损失都是大有
裨益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很多小区
的消防通道常常被私家车占领，成为很
大的安全隐患。这同时也暴露了社区
消防教育的短板，今后亟需加强。无
疑，社区微型消防亭，对消防教育的方
式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这些年，无锡的小区变化越来越
大。微型消防亭的出现，也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这一好做法应该在更多社区加
以推广。特别是在老新村、安置房小区
等人员居住量比较大的小区，更要配齐
消防设施。此外，学校、医院等公共场
所人员流动量大，消防责任重，设置微
型消防亭有助于更好地防患于未然。

（作者系退休教师）

微型消防亭
应推广到更多地方

□ 彭爱珍

近日，在人头攒
动的朝阳农贸市场，
无锡市图书馆与无锡
朝阳集团合作共建的

“三悦空间”正式启
用，据悉，这是省内首
家将公共图书馆服务
植入市民菜篮子的公
益项目。在人流密集
场所，植入文化元素，
提供图书阅读服务，
这不仅是一个为民服
务的暖心之举，更是
一个推进全民阅读的
创新之举。这样的做
法形式新颖、便民惠
民，值得点赞。

新时代，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包含了更多文化期
待。这需要不断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丰富群众性文化
活动。而众多的文化
活动中，最是“书香”
能致远。“书籍是人类
进步的阶梯”“腹有诗
书气自华”，阅读的重
要性已毋庸置疑，对
于一个人而言，是增

知求识、修身养性、成长进步的重要途径，对
于一个地方来说，则是提升品位、涵养文明、
树立新风的有效举措。

诚然，现在的阅读，已不仅仅指读纸质
书，拿着手机、对着电脑，打开微信、点击网
页，都可以实现轻松阅读。但“读屏”时代，公
共图书馆的作用依然无可取代，特别是去图
书馆阅读纸质图书，仍是现今很多人的阅读
首选。然而，相对人们对阅读需求的增长，基
层公共阅读场所不足的问题则令人堪忧，群
众举步可就的家门口阅读场所数量还远远不
够。

其实，无锡不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有
很好的做法，有的单位建立了专门的图书阅
览室，还与当地图书馆达成合作协议，定期更
新交换书籍；有的单位创新方法、“一室多
用”，比如在党团活动室设立“小小读书角”，
为大家读书、学习和交流提供有益平台。但
是，很多基层群众的阅读场所选择余地就比
较小，除了部分社区建立了条件有限的阅读
室，群众要看书只能选择去条件相对较远的
图书馆。试想，如果为读本自己心仪的书，花
很长时间坐公交、转地铁才能实现，那么即使
读书需求再强烈，常常也只能望“馆”兴叹，在
疲于奔波中慢慢放弃进图书馆阅读的习惯。

探索建立基层图书场所建设和服务的新
模式，就是要把更多的公共阅读场所建在群
众家门口，把更多图书资源送到群众身边，这
既是一项民心工程，彰显着城市的温度，更是
关系地方未来发展的基础工程。要做好这项
工作，必须立足实际，着眼长远，完善顶层设
计，加强部门联动，创新方法机制。

当然，要建设更多便民亲民、高效便捷的
阅读场所，还要摸准群众诉求、强化问题导
向、坚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各种创新举措，
不断延伸公共阅读服务触角，有效融入群众
日常生活，最终形成覆盖面广、布局合理、功
能齐全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满足群众多
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阅读需求。

（作者单位：无锡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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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已经开始。人口
普查影响着各方面政
策的制定实施，关系
到每一位老百姓的切

身利益。但人口普查也是一项工作量大、
难度大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每个人
积极配合，也需要工作人员的耐心、细心。

比如，由于人口普查需要登记详细个
人信息，一些人对此心存顾虑，主要是担心
个人信息资料会不会泄露，由此可能给自
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而对普查工作不
太配合，与普查员“躲猫猫”，有人甚至有

“抵触情绪”，拒绝登记，更有甚者会提供虚
假信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普查工
作顺利进行，也使统计数据真实性受到“考
验”。

对普查工作的“戒备”反映出市民个人

隐私保护意识的增强。尽管于2010年6月
1日正式施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中，在
保护人口普查对象的权利方面作了严格规
定，对人口普查对象提供的资料，依法予以
保密；对单个人口普查对象资料，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作为对人
口普查对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
用于普查以外的目的。国家人口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也强调，各级普查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信息
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实际上，普查员在入户登记时
也会向普查对象作详细解释，但仍未能彻底
打消部分民众心头的顾虑。

人口普查，是政府与民众的双向互动，
政府要取信于民，保护好民众的隐私，打消
民众的顾虑和担忧，民众也要如实提供相
关数据，为国家决策提供真实的参照。因

此，对人口普查心存顾虑的人，普查员要有
足够的耐心，除了对普查对象进行资料核
实登记，普查员实际上还担负“普查宣传
员”的工作，要将人口普查的意义和作用对
普查对象讲清楚，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了
解人口普查的意义和作用。而作为普查对
象的民众，要充分理解普查员的工作，积极
配合普查，这其实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

人口普查是一项浩大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对科学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有
关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关系到每
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在普查工作的细节
上要力争完美，对心存顾虑的人普查员要
不厌其烦，对“躲猫猫”、有“抵触情绪”的
人，普查员要有足够耐心。这些普查细节
工作虽然琐碎，但对人口普查工作的顺利
开展起着重要作用。 （作者系公司职员）

做好细节工作化解人口普查“入户难”
□ 孙维国

近日，梁溪区组织干部到深圳华为公司
进行“点对点、菜单式”驻点学习培训，并在
全区召开以“三个一”（一点最深的感受、一
个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条金点子建议）为内
容的专题研讨会，在梁溪干部中间掀起了
一场“学习华为、提标梁溪”的思想风暴。
受疫情的影响，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增
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当以什么样的举
措靶向指导服务企业，如何帮助企业提振
信心加快发展？梁溪区组团“向世界级企
业取经”的做法值得借鉴。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发展程度往往影
响着社会前进的速度，如何指导助力企业
有序健康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两年，
我市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推
出扶持企业发展系列优惠政策，打造“无难
事、悉心办”政务服务品牌，企业从中感受
到了温暖，也得到了实惠。但是，在当前信

息过剩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
市无论是夯实企业平原还是打造企业高
峰，都应对标诸如华为这样的世界级企业，
在思想变革、理念升级、完善管理、价值引
领、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快锻长板补短板。

学习企业才能更好了解企业。无锡经
济发达，但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
经营理念、管理手段和企业文化相对都比
较粗放，要实现小而精、小而壮，必须学习
优秀企业的经营策略和先进管理理念。华
为有本书叫《一人一厨一狗》，讲述的是华
为员工叶辉辉一人一厨一狗驻守非洲南部
一个偏僻岛国科摩罗，坚守6年艰难开辟市
场获得成功。以此为例，华为大力倡导以

“奋斗者”为本的理念，全面激发员工以企
为家。不只如此，华为一切以客户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做决策抓发展不蒙眼狂奔的
市场预警，以及先僵化再优化后固化的制

度模式等，都很能给人以启发。带回这些
先进理念和经验，然后再去认识企业、“解
剖企业”，才能真正知道企业缺什么、最急
需什么，这样的服务才更精准也更有价值。

服务企业，需要新时代“店小二”式的
服务精神。旧时“店小二”式服务以微笑和
热情获得认同，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企业做
强做专走向更广阔舞台，这种传统服务模
式已不能完全跟上企业发展的节奏和要
求。过去，企业点单，“店小二”上菜，但上
的菜搭配好不好，符不符合当下时令，“店
小二”全然不管，只管照单全收，以示周到
和贴心。比如，我市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助
推引才、科创和简化审批服务等方面的政
策，但企业对政策的了解、把握、运用往往
很不够。这就需要新时代“店小二”深入研
究政策，在政策与企业之间当红娘，帮助企
业获得更多政策红利。如果企业点单，“店

小二”在提供热心服务的同时，还能指导如
何科学搭配、怎样养生，如何规避不健康饮
食风险，既避免资源浪费，还提供健康咨
询，这样的服务既敬业又专业，自然会更受
企业欢迎。

服务企业，还要引领城市精神的升
华。高水准的服务环境，并非孤立存在，
必须根植于城市的整体氛围之中。深圳之
行，所到之处，深圳各级党员干部身上表
现出来的新时代“店小二”服务精神让人
叹服，这种服务精神也助推了城市整体营
商环境的优化升级。当前，无锡正在纵深
推进产业强市主导战略，致力打造更多高
峰企业，把敬业专业的服务精神渗透到城
市的末梢细节，并把其内化为城市的气
质，这样的服务才更有底气更有温情更有
效率，才能为无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不竭动能。 （作者系梁溪区文联主席）

制止“舌尖上的浪费”行动开展已有一段时间，但一些餐饮场所只是简单在店内张贴宣传图画，没有持之以恒坚持
到底。近日，北京、广州等地出台“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的指引，针对不同消费场景设置不同指导细则，并加
强现场督导。很多餐饮场所响应号召，纷纷设立“光盘行动”劝导员，提醒就餐人员少点、续点、不剩餐，顾客从之前的
不理解到逐步理解接受，劝导员开展工作也顺畅了许多。因此，把“光盘行动”坚持到底，需要政府部门、餐饮场所和市
民携手，用锲而不舍的实际行动助力全社会形成节俭简约消费之风。 （洪萍 文 / 罗琪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