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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胡佳英
通讯员 曹金凤

■记者 居丹荔

友情提醒：关注天气，注意交通安全
招生热线：85087171 85087979驾培 全日制

嘉兴市交通学校

诚信、廉教、优质服务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地址：平湖市当湖街道乍王线大胜段88号（吾悦广场南侧）

今天阴有中雨。明天阴到多云，东北
风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7℃，明天早晨
最低气温13℃。

本报讯 “不用再跑那么远
了，在近的地方就能办，省力多
了。”近日，新埭镇鱼圻塘村村民
周华根在广陈镇便民服务中心
办理完灵活就业参保业务后欣
喜不已。原来，随着全市“就近
办”体系不断建设完善，社保、医
保首批 41项高频事项已下沉至
镇街道，并实现了全市通办，有
效打通了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

“我们在今年 6月份开始推
行‘就近办’的服务，通过梳理就
近办事项，整合服务设置窗口，目

前社保医保领域90%以上的事项
群众都能到镇里办理，像周华根
这样易地过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已
有 20余人次。”广陈镇便民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袁佳贤告诉记者，
他们还在“就近办”基础上探索受
户口限制事项的委托接件受理方
式，结合“只进一扇门”，实现全市
范围事项办理。

“最多跑一次”，不仅是让群
众跑一次、跑得快，而且要理所应
当地跑得近。近年来，我市牢牢
把握“放管服”改革契机，紧扣基
层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不断优
化整合基层服务资源、创新政务
服务方式，用心用情用力打造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 15
分钟便民政务服务圈，推进“最
多跑一次”向“就近跑一次”转
变，全力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
公里”。

要打造便捷高效的“就近办”
体系，离不开平台建设的支撑。
今年，我市结合省政务服务2.0建
设要求，先后投入 4000多万元对
市、镇两级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改
造提升。“我们在各政务服务中
心大厅合理设置智能导服区、收
件区、自助区、出件区、休闲等候
区等功能区块，并在内部开展现
场标准化管理。”市政务数据办
党委委员、总工程师金舟说，截

至目前，当湖、经开、曹桥、新埭
已完成改造提升，新仓、独山港
等其余 4个镇街道正有序推进，
计划在 11月底前全部完成。此
外，全市 22台新配置的“市民之
窗”自主服务终端一体机覆盖全
市各镇街道及部分公共场所，方
便企业、群众就近办理，今年以
来 ，共 为 群 众 提 供 自 助 服 务
43000余人次。

“办理事项下放到村社，对群
众来说是件好事，但对办事人员
的业务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金舟告诉记者，为进一步
加强窗口办事人员的业务经办能
力和服务水平，我市实行轮训制，

采取市级业务骨干“走下去”、基
层干部“跑上来”的方式，多角度
全方位进行业务指导、实操演
示。其中，人社、医保分别落实一
名骨干联挂包干一个镇街道，通
过线下上门、线上钉钉交流群等
形式，实时做好业务解答。新成
立的“就近办”支援小组，每周定
期赴承接量较大的镇街道进行业
务驰援，缓解人手紧张、业务激增
的压力，确保下沉工作承接有序、
正常运转。

最多跑一次 最快“就近办”
■记者 冯思家

本报讯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平湖市长三角
汽车商贸城电子商务基地项目一直备受关注。
日前，记者来到平湖市长三角汽车商贸城电子商
务基地项目施工现场，可以看到现场打桩机已进
场，正在进行前期的打桩工作。

平湖市长三角汽车商贸城电子商务基地是
当湖街道历来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总投资 6.2
亿元，总占地面积 59.8亩，包括两栋 15层、局部 3
层的商业办公楼和一栋 11层与局部 3、4层的市
场楼。

近年来，我市汽车交易额呈现“井喷”式增
长，但汽车后市场规模小，档次低，功能单一，无
法满足蓬勃发展的汽车制造、流通和交易需求。
平湖市长三角汽车商贸城电子商务基地建成后，
将成为集新车销售、二手车交易、汽车后市场服
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市场，满足广大厂商和消费者
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我市现代化城市的对外
辐射功能，促进汽车产业和商贸、物流等多项产
业的集聚发展。

平湖市长三角汽车商贸城
电子商务基地开建
■记者 居丹荔 通讯员 潘华根

本报讯 “连根代表，我今天
到你们代表联络站来，就是想你
们帮百姓解决这件事，督促政府
尽快落实。”“就是啊，既然花
7000多万元造了这座桥，就要用
起来，现在两边都不通，那这座桥
要来干什么？”……近日，在独山
港镇虎啸人大联络室里，市人大
代表倪连根、顾方明等像往常一
样在这里接待选民，但当天选民
带来的难题却让他们的眉头从头
至尾就没有舒展过。

当天来的 3位选民庞金观、
胡来昌、顾培英全部来自独山港
镇聚福村，说的问的都是关于家
门口的一座桥。这座桥叫庙桥，
横亘于黄姑塘上，连接林埭镇陈

匠村与独山港镇聚福村，是两镇
百姓来往的重要通道之一。从选
民们反馈的意见来看，该桥于两
年前已经竣工，但是因为两面的
引桥堍没有做好，因此一直没有
使用，村民们出行不仅不便，而且
还存在着安全隐患，导致两岸群
众意见很大。本是利民惠民的好
事，但为何好事没办好？两年建
而未用的背后存在着怎么样的问
题？

带着重重疑问和破难之心，
心急的倪连根、顾方明当即就和
庞金观等3位选民奔赴现场。远
远地就能看到，全长630米、双向
四车道的庙桥很是气派，与宽阔
的黄姑塘相得益彰。但越接近庙
桥就越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与庙
桥的大气不同，连接桥两侧的道

路却颇为“小气”。宽约 17米的
大桥东西两侧连接的都是不到 3
米的村间小道，特别是西侧连接
陈匠村的道路还与庙桥成 90度
连接，且由于桥堍没有做好，坡度
差最大的地方有60厘米之多，车
辆通行相当不便。

“由于汽车底盘低而导致刮
擦的情况很多。”“从林埭到独山
港五金创业园的人很多，都要走
这条路，一到上下班高峰期就堵，
安全隐患很大。”……一到现场，
不仅是庞金观等 3位选民，路过
的村民们也议论开了，提出了相
关意见建议。记者在现场也看
到，凡是从庙桥行至陈匠村的车
辆都是以最慢的速度、最大的转
弯幅度才能转到连接的小路上，
而一旦遇到一方有车辆，另一方

必须停车等待。
“我们听了之后很着急，看了

之后更着急。这本来是一件好
事，但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反
而产生了安全隐患。我们作为人
大代表有责任更有义务把百姓的
烦心事办好，督促政府把实事办
实。”倪连根说。“千万不能让‘民
生桥’变成了‘断头桥’”，这是倪
连根和顾方明等人大代表共同的
心愿。

带着为民服务的拳拳之心，
倪连根和顾方明先后向独山港
镇、林埭镇人大及相关部门、陈
匠村与聚福村等多方反映了这
一民情，了解问题的始末，并提
出意见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尽快
解决。原来，庙桥是在平湖塘延
伸拓浚工程之时建造的，但由于

土地指标等问题，桥梁接通规划
等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出现了现
在的问题。“我们根据群众意见
和实际路况，初步制订了两个方
案，一是在庙桥以南建设 7米宽
的乡村道路与 200 米之外的东
西大道相接通；二是将林陈公路
由 3米拓宽成 5米，与庙桥相连
接，目前正在与林埭镇相关部门
共同协商方案的可行性和安全
性及其他优质方案，争取尽快解
决这一民生问题，把好事办好。”
独山港镇村镇建设科主任郭海
龙说。

“我们人大代表也会持续关
注庙桥东西桥堍接通问题，加强
督促政府解决这一民生问题的力
度和速度，确保百姓的每一个诉
求都落到实处。”倪连根说。

人大代表关注建而未用两年的大桥
■记者 李雨婷

本报讯 趁着秋日惬意的暖
阳，钟埭街道钟埭村村民曹贵娟
喜欢在村子里散散步、看看景。
从原先沙石路到现在水泥路通组
到户，从原先村民家门口“乱堆
放”到码放整齐，再从简单村级河
道到石驳岸、景观、绿道等配套建
设……村子已不是她印象中的那
个村子了，看着身边这些变化，曹
贵娟不禁感慨万千。

在曹贵娟的感慨中，我们看
到了钟埭村越来越美的环境，感
受到了村民越来越强的获得感，
而这一切都是钟埭街道一颗为民
初心的落地演绎。早在2012年，
钟埭街道通过顶层设计和问计于

民相结合，开始了强村富民之路
的探索。抓住平湖全市开展强村
富民有利政策的良好机遇，钟埭
街道在地理位置优越的钟埭集
镇，规划了56亩土地发展村集体
经济物业。

从兴钟路东侧临街商铺、西侧
临街商铺，再到钟埭街道农贸市
场、“钟溪印象·樱花里”，正是在总
体谋划、分步实施过程中，一个个
建筑群在这 56亩土地上分四期

“拔地而起”。随着上月底“钟溪印
象·樱花里”正式开街，意味着历经
8年建设的樱花小镇商业核心区四
期全部开发运行，总共建成了集农
贸市场、商铺店面、办公、商贸综合
体于一体的集体物业面积5.39万
平方米，实现村集体经济年租金收
益1907.214万元。

每年，“钟溪印象·樱花里”商
贸城的分红是 350万元，钟埭街
道农贸市场的分红是35万元，临
街商铺的分红也能达到100多万
元……说起自家村里的分红，钟埭
村党委委员王佳家的嘴角不由自
主地露出了笑容。钟埭村是纯农
业村，以前由于村底子薄，村两委
即使想干点啥却也是“想啥没啥”。

后来，钟埭村与其他村抱团
发展物业经济包括参加樱花小镇
商业核心区开发建设等，村腰包
渐渐鼓了起来。“我们去年的村级
经常性收入达到 873.86万元，是
2012年的 6倍多，其中 70%左右
更是来自樱花小镇商业核心区的
分红。”王佳家说，有了家底之后，
围绕村民期盼，他们进行了基础
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改造等，打造

了三家村两头浜、钥匙桥等精品
节点，整个村还被评为了省级
AAA级景区村庄，同时大力发展
美丽经济，米酒坊、农家乐成为钟
埭村的靓丽新名片，上月还举办
了首届乡村旅游节，“接下来，我
们还要计划投资350万元，实施北
庄浜三期景观提升工程，到时候
就和三家村区块联动，整个村发
展乡村旅游将更有竞争力。”对于
钟埭村今后的发展，以王佳家为
代表的钟埭村村干部思路清晰。

一民之感、一村之变，彰显着
钟埭街道以项目为抓手坚定不移

推进强村富民的初心。一颗初心
铺就一条小康路：与樱花小镇商
业核心区启动建设的 2012年相
比，2019年钟埭街道村级经常性
收入平均为 873.86万元，增长了
481.6%。“近年来钟埭街道坚定
不移地发展物业经济，在全市范
围内率先形成了抱团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的良性机制，既实现了村
集体经济的持续增收、稳定增收，
也增强了北部新城的配套功能，
提升了全街道百姓的获得感幸福
感。”钟埭街道农业农村办主任姚
怡琴说。

8年时间平均村级经常性收入增长481.6%——

平湖经开强村富民擦亮小康底色平湖经开强村富民擦亮小康底色
本报讯 昨天上午，嘉兴市人大常委会就嘉

兴市推进宗教“两化”（中国化、法治化）工作情况
进行专题视察。其中，由嘉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冬生带队的视察一组，来我市开展视察。嘉兴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永红，秘书长汤云良参加
视察。嘉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仁贵，我市
领导蒋娟芬、姚田宝陪同视察。

视察组一行实地视察了我市城隍庙。近年
来，我市坚持宗教工作中国化方向，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
务，着力加强宗教界人士思想政治引领，着力提
升宗教界人士法治意识，在推进宗教中国化、法
治化上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视察组认为，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宗教“两
化”工作，思路清、举措实、亮点多，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

视察组建议，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宗
教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尤其要学深悟透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把握宗教
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和群众性，切实提高做好
宗教工作的法治观念。要体现中国特色，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宗教中国化方
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弘扬中
华民族优良传统。要树立法治思维，坚持法律至
上，推进宗教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彰显法律权
威，维护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做到依法管
理，加强对宗教事务法律法规的宣传与培训，提
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完善宗教事务工作
机制，努力营造关心支持宗教工作的良好氛围，
为建设“重要窗口”中最精彩板块凝聚力量。

嘉兴市人大常委会视察
我市宗教“两化”工作

本报讯 昨天，第 128届秋季广交会正式开
幕，展期共10天。我市共有41家外贸企业参展，
获得展位 118个，涉及卫浴、五金、机械、童车、服
装、箱包等行业，上线展品3370件。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刚一招展，浙江嘉特保
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便早早报了名。在今年春
季的首届网上广交会上，该企业通过网销形式收
获了不少订单。“今年受到疫情影响，线上销售新
模式正应用得越来越广泛。这次我们做好了充
分准备，希望拿到更多订单。”浙江嘉特保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保温容器行业，浙江嘉特保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算得上“家喻户晓”。在企业的网上展厅，
200件商品悉数参展，涉及保温箱、咖啡壶、保温
杯等多种日用容器。“为了能够结识新客户、巩固
老客户，抢抓外贸先机，我们还带来了许多新品
和线下爆款。”该负责人表示，展会期间，企业十
多人的直播团队每天要开 9场直播，面向不同区
域的客户推介相应产品。

此外，为帮助企业做好线上参展的各项筹备
工作，提升企业线上营销能力，我市先后6次组织
企业线上观看广交会实操培训，为企业带来了展
品线上展示照片和视频拍摄、直播间场景布置以
及直播技能等培训，帮助企业提升线上展示和直
播营销能力，并提供线上广交会整体服务解决方
案。

平湖41家企业
参展广交会
■记者 冯思家 通讯员 张叶秋

昨天，由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主办的 2020 平湖市
送文艺下基层优秀传统戏曲进
村社区活动来到东升社区，为
在座观众带来越剧、小品等节
目，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欣赏
到精彩的戏曲表演。

■摄影 王 强 潘华根

好戏送到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