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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将信访服务延伸到家门口

生活遇难事 就近快解决
人民日报上海12月9日电（记者

谢卫群）上海居民周三玉家住浦东新
区唐镇，小区毗邻金枫公园。一到夜
晚，公园里广场舞嘈杂刺耳的声音此
起彼伏，非常影响居民休息。虽经多
次协调，但效果不尽如人意，直到找
到“家门口”信访服务点。

金枫居委会是浦东新区“家门
口”信访服务点之一。今年 10月，金
枫居委会通过镇信访部门启动了“信
访约请制”，约请区信访部门下沉服
务。信访部门协调区层面的城建、文
化、公园等主管部门的业务骨干组成
联合接访队伍，同时安排专业律师提
供法律服务支撑。各方会同属地政
府开展现场办公和联合接访，形成解
决方案：通过落实柔性管理将闭园时

间提前至 19点；对各团队进行登记
备案和审核，对外置音响器材、供电
等服务实行统一管理；增加专业特保
人员加强现场检查和巡视等针对性
措施。终于，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得
到有效控制。

浦东新区信访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浦东在“家门口”服务点嵌入信访
服务。通过这个平台，把信访服务触
角延伸到居民区。在这种制度安排
下，居民遇到难题，可及时约请街镇
和区职能部门在“家门口”现场办公，
推动问题快速高效解决。目前，浦东
已经构建起“1（区信访办）+36（街
镇）+N（居委会）”的“家门口”信访服
务网络，更加积极主动回应群众需
求。

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在厦租房
5年最高可享4万元租金补贴

新华社厦门12月9日电（记者颜
之宏）记者9日从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获悉，自本月10日起，符合条
件的在厦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可进行“5
年内5折租房”或“租金补贴”的优惠政
策申请，解决在厦过渡性住房需求。
租金补贴5年最高可达4万元。

据了解，相关优惠政策依据《厦
门市加大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群体
租赁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制
定。凡符合“2021年 1月 1日后首次
来厦就业、创业且 30周岁（含）以下
的全日制本科（含）以上毕业生”或

“经各区（管委会）认定的、符合产业
发展需要的 30周岁（含）以下（非全
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骨干人

才”均可进行申请。需要注意的是，
本次保障范围不仅涵盖 2021年毕业
的应届毕业生，还包括符合上述条件
的往届大学毕业生。

据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副局长陈江生介绍，新就业大学毕
业生的租金补贴发放标准为：思明
区、湖里区每人每年 8000元，集美
区、海沧区每人每年 6000元，同安
区、翔安区每人每年 5000元，政策保
障期限为5年。除“租金补贴”外，申
请人也可根据政府筹集和发布房源
情况，选择“实物配租”保障方式，按
照配租房源市场评估租金 5折享受
租金优惠。“实物配租”和“租金补贴”
两项优惠政策不可同时享受。

“汉语盘点2021”
前五位年度字词出炉

新华网讯（记者史竞男）12月 9
日，“汉语盘点 2021”前五位年度字
词出炉，“治”“变”“建党百年”“双减”

“永远的神（YYDS）”“元宇宙”等热门
字词入选。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心、商务印书馆等联合主办的“汉语盘
点2021”活动11月19日在京启动。截
至12月2日，活动共收到推荐字词数
千条, 结合网友推荐结果和国家语言
资源监测语料库、互联网平台大数据
等，经专家评议，确定了前五位年度字

词：国内字为“治”“减”“航”“云”“清”，
国内词为“建党百年”“疫苗”“双减”“永
远的神（YYDS）”“共同富裕”；国际字
为“共”“变”“离”“碳”“疫”，国际词为

“碳中和”“元宇宙”“奥运会”“德尔塔”
“芯片”。

“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举办 16
年，通过字词勾勒年度热点，浓缩时
代精神，联结语言文化，让人们在关
心中国和世界的同时，体会汉语丰富
的文化内涵。12月20日，“汉语盘点
2021”活动将揭晓“年度字词”。

河北超瑞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关于厂内综合厂房变更的公示
我公司申报的新建年产5万套金属、城市雕塑工艺品项目规划方案，因

该项目内综合厂房中生产工艺调整，厂房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原厂区中综合
厂房及车间坐标位置未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对办公楼位置进行了调整。

特此公示
河北超瑞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0日

“新村民”带“老村民”明月如何“照”故里？
□记者董小红、高搏扬

走进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甘
溪镇明月村，村口的旅游地图和
游客接待中心引人注目，村道干
净整洁，弯弯曲曲延伸到村子深
处，连路边的垃圾桶都“戴”着村
里的传统斗笠，古朴可爱。步入
这里，如明月村的名字一样，仿佛
走进一个诗意田园。

走进村道旁一栋白色房子，
门口挂着一块小牌子——“远
家”。这是一个集民宿、手工教
室、咖啡馆、书店等多业态于一体
的乡村文化空间。

“远家”负责人张小喜一边整
理店里的书籍，一边和工作人员

核对即将在村里举行的几场文化
活动的日程。

作为一个“新村民”，他来这个
村子6年了，也越来越喜欢这里。

2015年，张小喜第一次进入
明月村，就被这里浓厚的乡土人情
吸引。“每天都有村民主动和我打
招呼，常常邀我去他们家吃饭，非
常热情。”村民的淳朴热心让张小
喜感受到了久违的“人情味儿”。

张小喜还看中了村里独特的
草木染资源。于是，他决定留下
来，带动村子发展。草木染是用
天然草木作为染料来染色的一种
技艺。张小喜惊喜地发现，明月
村不仅有染布的传统，村里的土

壤还非常适合草木染原料“蓼蓝”
的生长。

张小喜带着团队到贵州、云南
等多地学习草木染技艺，学成后回
到村子，给当地“老村民”进行了一
系列培训。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老村民”意识到传统技艺是个

“宝藏”，主动参与进来。
35岁的“老村民”蔡琼此前一

直在外打工，了解到村里正在发
展草木染技艺后，她回村从头学
习，经过培训，目前已是村里草木
染手工艺体验馆的一名讲师，负
责给游客讲解培训草木染技艺。

“一个月四五千元，跟我在外
打工收入差不多，离家近，能照顾
小孩和老人，还学习了一门手艺，
很不错。”提起回到村里的生活，
蔡琼很满足。

目前，明月村已引进文创项
目 51家，引进“新村民”100余名，
通过“新村民”带动“老村民”，着
力打造文创旅游产业，2020年接
待游客 23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3300万元，带动全村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加2.7万元。

明月村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当
地振兴，也让周边村民享受到了
红利。隔壁藕塘新村的村民欧晓
娟看到明月村的发展，结束了近
十年的漂泊，来到明月村，成为一
名咖啡师。

欧晓娟凭借曾在大城市开咖
啡馆的经验，迅速让村里咖啡馆

的运营步入正轨。依托文创旅游
的兴起，她坚信，明月村深处的一
缕咖啡香会越飘越远。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
无限”——如今，明月村的新老村
民们携起手来，共同创建诗意新
村。

以前，村子很穷，只有一条泥
巴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如今的
村子变得像画一样，让村民们由
衷自豪。“老村民”罗丹从四川大
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后，曾
在外面的设计公司打工，看到村
子的变化，她主动回村创办了一
家蓝染工作室，让游客体验、练习
染色技艺。旅游旺季的时候，一
天要接待 400-500名游客，一年
收入30-40万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明月村的
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引凤筑
巢”。近年来，该村以竹海茶山、
染布技艺等为依托，大力推进农
旅融合。

甘溪镇相关负责人说，当地
还根据村里发展的文创产业改善
基础设施、美化环境，助力农旅加
速融合。

罗丹的蓝染工作室旁，原本
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地，后来，当地
政府把荒地改造成了荷塘和茶
园。朗朗明月，徐徐清风，夜晚在
荷塘和茶园边练习染布技艺，惬
意自在、如诗如画。

新华社成都12月9日电村民和游客展示草木染作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帮扶不停步帮扶不停步 群众更幸福群众更幸福
——我国脱贫人口最多地级市易地扶贫搬迁后续观察

乌蒙大地乌蒙大地，，正开新局正开新局。。
云南昭通云南昭通，，位于乌蒙山腹地位于乌蒙山腹地，，

所辖所辖1111个县个县（（市市、、区区））中曾有中曾有1010个个
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脱贫人是全国脱贫人
口最多的地级市口最多的地级市。。脱贫攻坚以脱贫攻坚以
来来，，当地因地制宜新建一批易地当地因地制宜新建一批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扶贫搬迁安置区，，近近 3636万搬迁群万搬迁群
众住进新居众住进新居。。

一年多来一年多来，，昭通在稳住就业昭通在稳住就业、、
壮大产业等方面聚力施策壮大产业等方面聚力施策，，后续后续
帮扶不停步帮扶不停步，，拓宽乡村振兴路拓宽乡村振兴路，，让让
搬迁群众有活干搬迁群众有活干、、致富有盼头致富有盼头，，稳稳
步过上幸福美好新生活步过上幸福美好新生活。。

稳住就业稳住就业 1818万群众有活干万群众有活干

跨县跨县（（区区））安置是昭通的关键安置是昭通的关键
之举之举。。其中其中，，昭阳区靖安新区昭阳区靖安新区、、鲁鲁
甸县卯家湾两个大型安置区分别甸县卯家湾两个大型安置区分别
安置安置 44万人和万人和 33..99万余人万余人，，相当于相当于
新建两座中等规模县城新建两座中等规模县城。。

曾有过在浙江一家服装厂工曾有过在浙江一家服装厂工
作的经历作的经历，，3232岁的搬迁群众韩富岁的搬迁群众韩富
潮如今在靖安新区办起了制衣潮如今在靖安新区办起了制衣
厂厂。。厂房里成排的缝纫机嗒嗒作厂房里成排的缝纫机嗒嗒作
响响，，墙上墙上““勤劳才能安家勤劳才能安家””的标语的标语
格外醒目格外醒目。。

““我们采用订单生产模式我们采用订单生产模式，，今今
年已年已生产十多万件生产十多万件，，希望逐步扩大希望逐步扩大
规模规模，，带动更多人就业带动更多人就业。。””韩富潮的韩富潮的
初衷是想让搬迁群众有活干初衷是想让搬迁群众有活干，，目前目前
制衣厂吸纳近制衣厂吸纳近 4040人就业人就业。。他说他说：：

““免租金免租金、、推荐工人推荐工人、、扩宽销售渠扩宽销售渠
道道，，政府提供了许多帮助政府提供了许多帮助。。””

搬迁群众肖邦群以前在大关搬迁群众肖邦群以前在大关
县老家带孩子县老家带孩子，，丈夫外出务工丈夫外出务工。。
去年一家人搬入靖安新区的新去年一家人搬入靖安新区的新
家家，，随后夫妻二人到一家电子设随后夫妻二人到一家电子设

备扶贫车间工作备扶贫车间工作。。如今她成了生如今她成了生
产线班长产线班长，，丈夫则是仓库管理丈夫则是仓库管理
员员。。她说她说：：““我们俩月收入共我们俩月收入共80008000
元左右元左右。。””

在离卯家湾安在离卯家湾安置区不远的一
个织袜厂，来自永善县的搬迁群
众刘文林是一名技术工。她的丈
夫通过安置区推荐，在附近一个
工地务工。她说：“现在家门口上
班，可以更好地照顾老人和小
孩。”

昭通市委书记郭大进说，为
了让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
逐步能致富”，昭通多渠道增加就
业岗位供给，带动 4万余人就近
就业，并在安置区建立就业创业
服务站，有序组织劳务输出。

目前，全市19.81万名搬迁劳
动力，已稳定就业 18.38万人，就
业率92.78%。

壮大产业 增收致富有盼头

在卯家湾安置区的一个香葱
基地里，百余名群众忙着收葱。
基地负责人徐春芳说，这片 5000
亩的地每年可以种三季葱，每季
需 700名至 1000名劳动力，每年
可带动2000多名搬迁群众就业。

徐春芳告诉记者，基地和卯
家湾安置区合作，由社区工作人
员提前摸底，征求搬迁群众就业
意愿，组织群众到基地干活，“他
们可以种葱、做管理和拔葱，月收
入3000元至5000元不等。”

46岁的卯兴兰来自巧家县，
刚搬迁时担心没工作，在社区工
作人员引导下，和丈夫胡兴才一

起到香葱基地干活。卯兴兰说：
“我们只要有活都会来，忙的时候
每个月可以做 20多天，收入有保
障。”

记者走进靖安新区一家电子
设备扶贫车间。2700多平方米的
车间里，200多名工人在 4条生产
线上有条不紊地工作。车间负责
人许双凤说，厂里的搬迁群众经
过培训大多成了熟练工。

“现在工作稳定，增收致富有
了盼头。”30岁的搬迁群众刘超以
往闲在家里，如今在卯家湾安置
区配套产业区的一家核桃油企业
上班，每天工作 8 小时，月收入
3000多元。她感慨说：“搬出大
山，我们过上了好的生活。”

通过努力，安置区配套产业
稳步壮大。

如今，靖安新区有了一批蔬
菜和食用菌大棚、马铃薯和香葱
基地，建成标准化厂房2.5万平方
米，引进6家企业。

卯家湾安置区配套建设绿色
食品加工园、现代物流园和万亩
蔬菜基地、万亩苹果基地，“两园
两基地”产业园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力。

提档服务 加速融入新生活

75岁的搬迁群众杨方银颈椎
不舒服，到靖安新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看病。老人拉着记者的手
说：“我住了 4次院，都是先看病
后付费，医保报销90%，现在看病
方便又安心。”

靖安新区第一小学校长黄先

桃说，全校 1800多名学生有 1400
多名来自安置区，学生享受“两免
一补”政策，还有免费营养餐。靖
安镇中学初二学生罗文飞扬上学
只要走几分钟路，他说：“学校的
软硬件都比以前好很多。”

如今，搬迁群众生活条件显著
改善，全市安置区建成44所学校、
33个医疗卫生服务机构、44个便
民服务中心等，一批农贸市场、社
区用房等配套设施已经投用。

社区管理服务也在提档升
级。卯家湾安置区探索建立楼栋
党建模式，依托大数据平台，对每
户群众档案进行分类分级分策管
理，常态化开展“日随访”“周调
度”“月更新”活动，因人因事施
策，开展精准帮扶。

袁义燕是卯家湾安置区景新
社区 5栋楼栋长，考虑到留守老
人平时买米不方便，她特意从超
市备了一些大米。袁义燕说：“老
人需要时会给我打电话，我就把
米送到他们家里。”

“大家有困难就会找我。”在
社区超市上班的她，下了班就忙
着入户走访，及时了解群众困难
和需求，还要传达相关政策，组织
开展培训等活动。

“以前背竹篓，现在背包包，
带上手机和零花钱。”66岁的搬迁
群众李倪棋秀把家里收拾得整洁
敞亮。如今，她交了许多新朋友，
还加入老年协会，时常和伙伴们
唱歌、跳舞。

李倪棋秀笑容满面地说：“生
活条件好了才能老有所乐。”

据新华网

贵州罗甸：城东新区美如画

12月9日拍摄的罗甸县城东新
区景色（无人机照片）。

冬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罗甸县城东新区坝王河、民
居、桥梁等交相辉映，美如画卷。

新华社记者杨楹摄

人民日报石家庄12月 9日电
（记者邵玉姿）为科学划分食品经营
者风险等级，对食品经营活动实施分
类监管，提高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日前，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正式印发《河北省食品经营风险分级
管理工作规范》。

《工作规范》将食品经营者细分
为 11种类型，制定静态风险因素量
化分值表和动态风险因素量化分值
表，实施分类评定。

在风险等级划分方面，《工作规
范》将食品经营者风险等级从低到高
划分为 A级风险、B级风险、C级风
险、D级风险4个等级。各市、县级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开展本地区食
品经营风险分级管理的具体工作。
县局根据食品经营者年度监督检查

记录，调整食品经营者风险等级。
按照分类监管的原则，《工作规

范》对不同类型食品经营者日常监督
检查要点表、风险等级动态风险值评
定表进行了内容整合，实现两表合
一，提升监管工作效能。

《工作规范》明确对不同风险等
级的食品经营者的检查频次要求。
对风险等级为A级风险的食品经营
者，每年至少进行 1次监督检查；对
风险等级为B级风险的食品经营者，
每年至少进行 2次监督检查，每半年
至少进行 1次；对风险等级为C级风
险的食品经营者，每年至少进行 3次
监督检查，每4个月至少进行1次；对
风险等级为D级风险的食品经营者，
每年至少进行 4次监督检查，每季度
至少进行1次。

河北印发工作规范

食品经营实行风险分级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