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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赌博远离赌博 幸福你我幸福你我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冯荣/文
陈澜清/摄）昨天是平潭中小学
生、幼儿园开学的第一天，6 万
多名学生背上书包重返校园，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开学第一
课、开学典礼、开年红包、互赠
小礼物……各所学校分别组织
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欢迎同学们
返校，让学生更快进入学习状
态中。

上午 7时 50分，在平潭第二
实验幼儿园门口，小朋友们兴高
采烈地拉着开学行李，排着整齐
队伍，在老师带领下，有序接受体
温测量后进入校园。不远处的开
学迎新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欢
迎横幅、牛年玩偶、元宝、中国结
等物件，现场热闹又喜庆。

为了迎接新学期，实验区各
幼儿园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不仅进行全园性消杀，还对玩教
具、图书、床铺等进行预防性消
毒。“每学期开学首日，我们都会
给孩子们精心布置开学环境。
今年的开学迎新区由大班幼儿

和老师一起设计完成，希望宝贝
们在牛年健康快乐成长。”平潭
第二实验幼儿园园长吴晓萍说，
开学首日还举行了开学主题典
礼，孩子们通过表演舞蹈、歌唱、
朗诵等，表达对新学期的向往和
期许。

在平潭赛尔双语学校，重返
校园的学生和同学打着招呼，互
道新年好。“哇，校园有好多牛年
玩偶”“新学期收到老师的开年红
包，真的太开心了”，平潭赛尔双
语学校八年级段长周裕建特地为
三十多名学习成绩进步的学生准
备了开年红包，鼓励学生继续努
力学习。

相较于其他年级轻松欢快的
开学氛围，高三年级显得略微紧
张沉重。在平潭一中新校区，高
三年段教室里已响起郎朗读书
声，学生们精神饱满，正专心致志
地上课。“马上就要高考了，要抓
紧时间学习，希望高考取得好成
绩，争取考上一个好大学。”高三
年（7）班学生倪志远说。

平潭各校“花式”迎新
6万多名学生返校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梦
菲）昨日，平潭各中小学开学。实
验区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深入辖
区校园，为学生们上了一堂关于
交通安全的“开学第一课”。

“交通安全事关每个人，没
有安全，所有的幸福、所有的美
好，都会归零。”上午 9时许，在
澳前中心小学，平潭公安交警

抓住国旗下讲话的机会向学生
讲解交通安全相关知识，并以
案释法，提醒广大师生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随后，民警还深
入课堂，开展以交通安全教育
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
式，增强同学们的交通安全意
识，并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交

通习惯。”实验区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教导员简
肇基说。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积极落
实‘警校联合’工作机制，每日安
排教师值日，并发动家长志愿者
在上下学高峰期参与维护交通秩
序，确保学生上下学安全。”澳前
中心小学副校长林长安说。

作为一扇面向渔、农业生产
群众的窗口，工作人员还前往生
产一线开展渔业船只“送检下乡”
服务，特别是窗口具有船舶检验
资质的工作人员，每年约有 2/3的
工作时间，都在一线开展船检工
作。

实验区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驻窗口工作人员郑元达说：“每个

村庄澳口我们都要跑上许多趟，统
一对停靠船只开展现场检验。检
验通过后，群众只需要跑一趟就可
以领取到年检证明，极大方便了离
岛以及偏远乡村的渔民群众。”

记者了解到，农业农村局窗口
涉及审批事项共计196项，其中，落
实“一趟不用跑”事项143项，占比
达73%，“全流程网办”五星事项74

件，占比达37.8%；窗口还大幅压缩
“近海作业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
等七个事项的办理时限，进一步提
高了窗口行政审批工作效率。

此外，农业农村局驻行政服务
中心窗口还连续多年保持事项办
理及时率 100%，全年群众满意度
100%，近两年还获得“群众满意窗
口”称号。

“作为一线窗口，我们更要沉
下心来、俯下身去，做群众的贴心
人，牢固树立‘以群众为中心、以
服务为核心’的服务理念，最大限
度地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优质
的服务。”薛理星说，他们将继续
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紧贴群
众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努力
建设让群众更加满意的窗口。

农业农村局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靠前服务获好评

小小窗口 服务群众零距离 ■融媒体记者 刘志真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占芷晗）
随着中小学校开学，校园周边的
小吃、玩具摊点开始增多，流动摊
贩占道经营现象也随之而来。连
日来，实验区城市管理执法支队
对平潭翰英中学、平潭一中等校
园周边环境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
治，全力护航“开学季”。

行动中，执法人员对占道经
营的流动商贩进行教育劝导，同
时协助市政园林公司的环卫工人
对垃圾进行搬运清理，并督促沿
街商铺清理店外物品，落实门前

“三包”责任。此次专项整治共出
动人员20余人、车辆2台次、劝导
出店占道经营商户35余家、清理

乱粘贴（横幅）20余张（处）、乱堆
放15余处、共清运垃圾2车次。

“我们将继续严厉查处和打
击校园周边违法、违规现象，消
除安全隐患，积极营造校园周边
安静、整洁、安全、有序的市容环
境秩序。”实验区城市管理执法
大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何翔说。

开学开学
首日首日

开学第一课 从交通安全开始

城管护开学 要净化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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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彤欣）
近日，实验区旅游集团加快实施龙
王头淋浴房公厕提升改造工程，对
原有脏、乱、差的淋浴房和公厕进
行全面改造。目前，各项施工任务
正在有序进行中，预计今年“五一”
前投入使用。

项目施工主要内容为拆除一
楼原有淋浴房及公厕装修结构，
并重新设计规划改造。记者在项
目现场看到，工人正在进行粉刷
以及水电的铺设工作。

“淋浴房改造后将设有服务
中心、化妆区、智能存储柜等，可
同时满足 200人的淋浴需求，届
时公厕也将焕然一新，游客将享
受到更好的服务体验。”实验区景
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
刘孙英说。

海渔广场淋浴房

公厕有序改造中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20日，实
验区旅游文体局、社会事业局、海
坛片区管理局等部门成立联合检
查组，对实验区无证经营的歌舞娱
乐场所开展回头看整治行动，进一
步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

当日21时许，执法人员来到云
酒吧，场所拒不开门，执法人员破门
后发现该场所未按先前检查要求进
行整改，仍处于无证经营状态，执法
人员现场予以登记保存。随后，执
法人员来到蓝海音乐餐吧，该餐吧
同样无法提供经营许可证。

“我们从去年 12月 30日起，
以两天一次的频率开展打击无
证经营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将持
续到 2月 28日，为全区娱乐行业
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提供良好
环境。”实验区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支队执法人员王达健说。

截至目前，联合检查组共检查
326家次无证经营娱乐场所，采取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17家次，水
务公司停止供水14家次，电力部门
停止供电29家次。

部门联合整治

无证娱乐场所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占芷晗）
近日，实验区交通执法支队针对
环岛路大磹下村至龙王头路段
开展桥下空间整治行动，进一步
优化辖区的路容路貌。

此前，实验区交通执法支队
在进行日常巡查工作时发现，辖
区内环岛路 k15+900中桥（大磹
下村至龙王头路段）桥下存在废
物垃圾，不仅影响环境卫生，而
且存在安全隐患。

整治现场，实验区交通执法
支队联合市政园林公司对桥下
的堆积物进行集中清理。“在巡
查过程中发现桥下或有流浪汉
居住，还有使用明火的迹象，容
易造成小型火灾，我们第一时间
进行了清理。”实验区交通执法
支队执法员林杰说，下一步，实
验区交通执法支队将加强对辖
区桥下空间的巡查管理力度，努
力维护公路的安全畅通。

据统计，1月路政巡查累计
出动执法人员 179人次，执法车
辆 29 辆次，清理露天堆积物 5
起，共记 700多平方米。“我们每
月进行不少于18天的路政巡查，
主要对实验区内国道、省道、县
道、乡道等道路进行不间断的巡
查。”林杰说。

整治桥下空间

优化路容路貌

“感谢你们专程来到福
州帮我们办理业务，不仅解
决了问题，还帮我们省了很
多麻烦。”春节前，办事群众
陈瑞凤顺利完成船舶卖出涉
及的所有手续，陈瑞凤的侄
子陈仁连声向上门服务的实
验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

近年来，实验区农业农村
局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主动
靠前，积极为群众提供认真高
效、热情周到的办事服务，也
因此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我之前是开渔业公司
的，经常跑窗口办事，窗口工
作人员的服务态度都很好，办
事效率也很高，遇到不懂的问
题，都很耐心帮忙解答，我非
常满意。”市民肖杨明对窗口
的服务赞不绝口。

不久前，在实验区行政服务中
心3楼农业农村局办事窗口，陈仁
接受家人的委托，前来咨询船舶买
卖代办相关手续。

“我叔叔有一艘船，已经和买
家谈妥了船只买卖，但由于叔叔大
病，需要长期在福州住院治疗，且
身体状况无法支撑他往返平潭和
福州，导致船只买卖手续一直办不

了，这让一家人都很着急。”陈仁
说，希望自己能够代为办理业务。

“按照规定，船只买卖属于重
大财产转移，涉及渔业船舶抵押权
注销、渔船船舶国籍注销和渔业船
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注销等业务，需
要本人到窗口受理面签，而公证委
托，需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到公证窗
口办理，陈瑞凤的情况显然也行不

通。”农业农村局驻行政服务中心
窗口负责人薛理星告诉记者，考虑
这一特殊情况，部门决定采取特事
特办、上门服务的做法，帮他尽早
妥善解决问题。

于是，工作人员来到福州陈瑞
凤住院处，完成了有关手续。大约
一周后，陈瑞凤便取得相关证明材
料。至此，一大家子的大事，终于得

以解决。
而这只是农业农村局办事窗口

暖心服务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
农业农村局办事窗口工作人员不断
深化服务理念，灵活采取上门服务、
绿色通道等方式，积极主动解决群
众难题，力求为办事群众提供最优
质的服务，获得企业和群众的一致
赞誉。

上门服务化解群众难题

靠前服务聚焦群众需求

讲文明讲文明 树新风树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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