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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鑫多）“多亏朝阳区
档案工作做得好，档案资料齐全，解决了
我的难题。”日前，一名刚刚顺利办理了退
休手续的李先生（化名）激动地说。

原来，李先生是国有企业改制职工，
之前人事档案找不到，影响了退休手续办
理。李先生无奈求助到朝阳区档案馆，根
根据李先生提供的线索，工作人员电脑检
索信息，终于从馆藏档案中查到了李先生
本人工资转正定级表、工资制度改革人员
名册等相关信息，为他办理退休手续提供
了材料依据。

群众利益无小事，朝阳区档案馆强化
查档服务意识，热情接待来查档的每一位

群众。他们认真高效提供所需查阅的案
卷，采取复印、摘抄、电话咨询、网上服
务等灵活多样的查档方式，最大限度满足
群众需求。在醒目处悬挂朝阳区档案馆查
阅利用档案指南，开展预约服务、异地服
务、错峰服务、24小时服务等多种服务方
式，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查档需求，为经
济建设、编史、修志、落实政策、调解纠
纷、婚姻证明、核实工龄、出生医学证明
等，提供了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据统计，朝阳区档案馆年均接待群众
400 余人次，提供各种证明材料近 2000
卷，实现档案调阅及时查找率100%，查准
率和群众满意率达到99%以上。

朝阳区档案馆

档案查询少跑路 服务群众有温度

本报讯 （记者王菁菁） 日前，市直
机关党工委对“长春市机关作风直通车”监
督平台进行全面改版升级。平台升级后，将
充分发挥在服务企业、服务人才、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中的作用，及时掌握企业、群
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推动机关党员
干部持续转作风、优服务、促发展。

26日，记者在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
繁荣路营业大厅看到，在每层楼的醒目位
置，都摆放着“长春市机关作风直通车”
监督平台提示展板。各服务窗口处，均摆

放着监督平台提示桌牌，提醒办事群众可
通过提示牌上的二维码进行监督评价。

“这个监督平台对企业办事人员来
说，是一个双向沟通的新渠道。通过扫描
二维码就能上传图片、视频，就能及时反
映意见建议或进行服务评价。”当天，市德
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经办人刘学来到大
厅办理生育津贴业务，她表示，有了这个
升级版的监督平台，企业办事人员办理业
务将会更顺畅。

“监督平台改版升级后，通过多种渠道

公布平台二维码，就像群众的眼睛一样，监
督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市社会医疗保险
管理局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于思涵表示，监
督平台运行后，也将激励窗口人员进一步提
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真正为企业、人
才、基层和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成事。

目前，市直机关党工委通过在办事现
场摆放展板、桌牌，多媒体发布监督平台
二维码等多种途径，不断拓宽群众监督渠
道。此次平台升级，已把覆盖面扩展到全
市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各县 （市） 区、开

发区政务大厅的窗口服务单位。升级后，
投诉的问题及评价的结果会迅速直达监督
平台后台，实现快速转办、处理，确保群
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下一步，市直机关党工委将严格规范
管理，定期对监督平台反馈的作风问题查
处整改情况进行督办，逐步扩大监督平台
覆盖面。确保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件件
有回音，不断提升机关“四个服务”的能
力水平，持续推进机关作风建设，助力全
市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长春市机关作风直通车”全面改版升级

本报讯 （记者胡晓琼） 近日，长春
新区组织 3 辆载着区内 40 家企业的 400 多
个岗位和200个“政策包”的“就业大篷
车”，同时发往长春高新区、北湖科技开发
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的小区和辖区内的商
圈、夜市，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高
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送去惠民政策包，搭
好求职就业桥。

此次长春新区人社局征集了一批工程
师、设计师、翻译等优质岗位，并整理
了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补贴政
策，为现场政策咨询和宣传做好了充分
准备。同时，根据就业困难群体的求职
需求，工作人员协调企业提供了一批保

洁、保安、操作工等适合农民工就业的岗
位。

今年年初以来，长春新区充分发挥
“3+2”的全方位公共就业线上服务平台优
势，推出“云调查”“云招聘”“云发布”
等系列服务，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高效、
精准的线上对接渠道。此次“就业大篷
车”活动也是持续推进用人单位和重点群
体就业供需对接的重要举措。

“‘就业大篷车’活动我们已经参与
3 次了，帮我们把岗位直接送进村屯、送
到家门口，很好地帮助我们解决了用工问
题。”长春博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于经理
说。

长春新区

“就业大篷车”岗位政策送到家

为了做好市人大常委会 2023 年立法工作，
充分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凝聚立法共识，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进一
步提高立法质量，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3年
立法建议项目。

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均可以就我市需要
制定、修订、修改或者废止的地方性法规，提出
立法建议项目。立法建议项目应当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属于我市地方立法权
限范围。立法建议项目应当紧紧围绕省委“一主
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长春市十四五规划，围
绕加快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围绕“三
强市、三中心”“六城联动”“十大工程”目标
任务，从我市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力求
解决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民生改
善、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
突出地方特色，为长春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提出的立法建议项目应当有法规名
称，有初稿的需要附上初稿,没有初稿的需要附
上立法的依据及所要调整规范的主要内容。可
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前将立法建议项目提交给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法规处。

邮寄地址：长春市绿园区景阳大路893号长
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处

邮政编码：130062
电子邮箱: ccrdfgwfgc@163.com
联系人：毕淑芳
联系电话： 87605851 17743166192

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2年7月27日

关于征集长春市人大常委会
2023年立法建议项目的通告

本报讯 （记者王菁菁 通讯员陈峰） 26
日，南关区人民武装部、南关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举办南关区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家庭表彰
大会，向在部队立功受奖现役军人的家属送上
喜报和鲜花。

建军节前夕，南关区通过积极开展送喜报
活动，大力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人
立功、全区点赞”的良好氛围。同时，通过宣
扬现役军人立功事迹等形式，增强广大官兵的
荣誉感和自豪感，激发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
以及广大群众爱国拥军的热情。表彰仪式结束
后，南关区各退役军人服务站还将前往本辖区
内荣获“四有士兵”称号的现役军人家庭送喜
报，南关区共计16人获得该荣誉。

南关区

为立功现役军人家属送喜报

本报讯 （记者宋莉）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建设
又有新进展。26日，随着“世纪先锋号”盾构机缓
缓向前推进，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东部区域
盾构施工正式启动。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东部区域首台盾
构机‘世纪先锋号’顺利始发，这意味着中铁二十五
局集团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八工区项目正式进入盾构
区间施工的新阶段。”据中铁二十五局项目执行经理
王靖清介绍，本次“世纪先锋号”盾构机是由会展大
街站向赛得广场站区间进行始发，区间左线长度为
796米，右线长度为864米，本条线路预计耗时两个
月，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双线路贯通。

为确保工程按期完成，经开区管委会、世纪街道
尽全力对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建设予以关注
与支持，为其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并帮助解决人员
缺失、材料进场难等问题。中铁二十五局集团长春轨
道交通7号线八工区项目部以设立“党员先锋岗”和

“青年突击队”为抓手，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采取 24 小时连续交叉作
业，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形成“大干快干”的
局面。

“世纪先锋号”盾构机比工期计划提前了20天
顺利始发。这将为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会展
大街站今年年底车站封顶、赛德广场站—会展大街站
双线贯通提供强有力保障。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建成
后，将加强汽开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络，有效缓解交通
拥堵状况，促进长春城市格局合理发展。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

东部区域首台盾构机顺利始发

本报讯 （记者徐微） 26日，革王集团吉
交所挂牌鸣锣活动在中韩城市馆举行。

革王集团始创于1991年，经过30多年的
创新发展，旗下已拥有4家子公司，连锁店达
到400余家。目前，革王集团已开启新征程，
与资本市场合作，开始进军长三角、珠三角市
场。“未来，我们将加大全国布局，携手战略
合作伙伴一起向未来。”集团负责人表示。

“秉承服务创新宗旨，我们将为企业在区
域内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中韩示范区
相关负责人对革王集团在吉交所挂牌鸣锣表示
祝贺。接下来，示范区也将围绕企业融资、扩
产等提供支持，支持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革王集团吉交所挂牌鸣锣

本报讯 （记者袁迪）又是一年荷花
季。20日，友谊公园内，水上荷花竞相绽
放，把湖面点缀得粉嫩清新，成为园内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引来不少游客观赏、拍
摄。

在公园双亭桥西侧湖面上，碧绿的荷
叶已经铺满水面，与白桥下的芦苇丛遥相
呼应。在青翠的荷叶间，一株株荷花有的
含苞待放，有的绚丽盛开，宛如“玉盘”中

翩翩起舞的少女。微风吹拂，花朵枝叶随
风摇曳，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荷塘周
围也蕴藏着另一番风情，黑天鹅、狮头
鹅结伴而行，水面漾起微波，几条小鱼跃
身而起，瞬间又潜入水中，芦苇丛中不时
传出阵阵野鸭嬉戏的叫声。沿着荷塘边
蜿蜒的小径漫步，真是一路好风光。“今
年的荷花好像开得比往年早些，放眼望
去真是太美了，让人心旷神怡！”游客孙先

生说。
据了解，荷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

有着水中芙蓉的美誉。荷花在我国的种植
历史久远，人们种荷、爱荷、喜荷，形成了
特有的荷文化。目前，友谊公园5000余平
方米荷花次第绽放，迎接广大游客前来享
受自然之趣，感受荷韵之美。友谊公园提
醒游客，赏花过程中请文明赏花，不随意
下水攀折花枝，注意人身安全。

映日荷花别样映日荷花别样红红

本报讯 （记者李依南） 21日，记者从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宽城分局了解到，该局结合辖区内药品
零售实际情况，开展执业药师专项检查行动，以进
一步规范药品零售企业经营秩序和药师执业行为，
确保注册执业药师在职在岗。截至目前，共检查药
品零售企业 199 家，其中，责令整改 12 家，立案查
处6家。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宽城分局制订印发了《宽城分
局2022年深入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严
查执业药师“挂证”“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等行
为，明确专项整治工作的目标，落实工作责任。

采取自查，警示约谈、发布通知等多种方式开展
宣传。执业药师不能尽职履责的，要主动申请注销

《执业药师注册证》，暂停处方药销售；执业药师能够
在岗履职的，不得降低配备使用要求。督促企业主动
开展自查整改，对不能在职在岗的执业药师及时变
更。

重点检查药店人员花名册、出勤记录、社保缴费
记录等，核对处方药审核执业药师签字笔迹；检查处
方药是否凭处方销售，执业药师是否审核处方；检查
药店“互联网+药学服务”平台软硬件是否有效运
行，远程药学服务是否规范；检查进货渠道、票据管
理、储运管理是否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督促药品零售企业提高药品质量管理能力和药学技术
服务水平。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执业药师‘挂证’、违
规销售处方药等行为开展专项检查，加强监管力度，
将执业药师监管工作常态化、规范化，规范药品经营
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宽城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宽城分局

开展执业药师专项检查

友谊公园荷花次第绽放。 袁迪 摄

个头不高，性格直爽，说话做事中透着干练与
睿智，这是净月高新区净月街道丰裕社区党委书记
刘淑宏给人的第一印象。自从2019年走上这一岗位
起，她始终心系居民，把扶弱帮困、做老百姓的

“主心骨”当成信念，成为辖区5310户居民的贴心
人。

丰裕社区是一个刚刚成立三年的新社区，辖区
内又多是回迁小区和廉租房小区，这对刘淑宏来说
无疑是一个考验。走访、入户、问询成了她上任
之初最主要的工作，每天走路超过两万步再正常
不过。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刘淑宏一桩桩、一件件都
办到了居民的心坎上。在她的张罗下，丰裕二期和
丰裕四期两个小区建起了凉亭、长廊，丰富了居民
的业余生活，小区破损的道路修整完毕，方便了居
民出行。“现在小区成立了党组织，有 20 多名党
员，43栋楼都有楼栋长，单元有单元长。”刘淑红
说，这样的架构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诉求，传递政
策信息。

刘淑宏热心为生活遇到困难的居民排忧解难。

辖区低保户李长富年龄大了，儿子李强三级残疾，
平时在家照顾老父亲。刘淑宏在一次入户走访中了
解到李强有就业需求，立刻多方联系，介绍他到辖
区一家企业做保安，月收入可达2800元，家里生活
有了大的改观。去年冬天有几日连续降雪，独居高
龄老人张文打来电话，称自己腹痛，不能自主活
动。刘淑宏得到消息后立即前往张文的住处，冒雪
将老人送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救治，她陪同老人做
了检查，守候老人输液，直到老人情况缓解，家属
来到医院她才放心回到工作岗位。居民刘汉武妻子
患有子宫腺肌症无法正常工作，长子精神残疾生活
不能自理，严重时会破坏家中财物，次子精神二级
残疾，有轻微自闭症，这一家生活困难，刘淑宏下
定决心一定要帮助他们，多次上门探望慰问并联系
心理咨询师为刘汉武做心理辅导，化解刘汉武心中
的压力以及对孩子未来生活的担忧，还从物质上帮
扶这一个特殊家庭。

刘淑宏用行动真心关爱弱势群体，真情服务社
区居民，当之无愧获得了敬业奉献“长春好人”称
号。

长春好人刘淑宏

5310户居民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 袁 迪

25日，记者走进德惠市惠发街道永生村，宽
敞干净的村路、整洁如新的墙面、生机勃勃的绿
植、整齐划一的徽派仿古院墙大门……目之所及，
美景如画。更让人称赞的是这画面不是静态的，村
民时来时往，偶然看到地上有碎纸空瓶就会拾起
来，投到距离最近的垃圾箱中，一举一动都透着淳
朴与文明。

“我们村按照‘门清、庭美、室净、家和’的
标准和门前三包，门内‘五净’的制度评选我村的

‘干净人家’和‘美丽庭院’，并与村民农户签订村
规民约，强化村民的自身责任，提升了我村的整体
人居环境。现在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人居环境的保
持，人人争做文明村民，这让我们在村屯建设上更
有底气，未来我村将深挖区域优势和环境优势，重
点打造‘四美三宜’的示范村，推动农业转型，助
力乡村振兴。”永生村党总支书记杨庆德话语间充
满着自豪。

据了解，永生村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村口牌楼门，对村中道路两侧进行绿
化，绿化面积达到3.3万平方米；铺装人行步道仿古
花砖面积1万平方米；修建农业主题广场、休闲运
动广场两处，供百姓娱乐健身。还完善了地下污水
排放管网，并入到市区大排水管网中，直接进入松
柏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处理。统一的中式仿古围墙
和大门，安装仿古路灯287盏，有了便民卫生公厕。

经过努力，永生村被评为长春市美丽乡村示范
村，长春市十大美丽村庄，“百村引领 千村示范”试
点村。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村风文明，大家都自觉维
护生活的环境，村民的满意度、幸福感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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