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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探索实践居务监督工作

当好小巷里的“大管家”
■记者 万姗
2011 年 3 月，我市以村级组织换届为契
机，借鉴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经验，在全市 42
个社区建立居务监督委员会，选举产生居监会
成员 212 名。每个社区以一至三幢楼院为单
元，划分责任片区，建立一级网格，居监会成员
担任网格组长，居民小组长担任网格联络员，
通过不定期走访等方式，收集并反馈网格内有
关工程建设、居务公开等方面的信息。今年以
来，共收集居民意见建议 257 条。

参与党员干部德行评价

今年，居监会成员参与了对我市 644 名科
级领导干部的德行评价，对领导干部在居住地
的日常德行表现进行分级测评。
“逢年过节，给
他送礼的人多，且礼品贵重，那这个干部在德
行方面可能存在问题。”梨园社区居务监督委
员会成员沈阿姨对前来进行干部德行调查的
考察组说。
“实现社区居监会全覆盖之后，收集到的
干部‘8 小时外’的信息更加全面、具体。”市
委组织部干部科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共收到
评 价 信 息 666 条 ，其 中 好 评 91 条 ，理 由 包 括
“主动参加社区志愿活动”、
“ 为社区建设积极
出谋划策”等；差评 22 条，理由包括“长期拖
欠物业管理费”、
“ 他人托送物品较多”等。其
中，一名干部因收受礼品较多被纪检监察机
关处理。

代居民行监督、解难题

市区西山路 582 弄是老城区地段，道路狭
小，住户又多，不文明停车常常导致交通瘫
痪。
“ 每天都有人拨打 110 报警。”附近皮革市
场管理员陆小荣说，不仅附近的居民怨声载
道，市场经营也受到了影响。硖石街道西山社
区居监会在走访调查后，提出对策：改造小区
道路，增加停车位，同时加强对小区出入车辆
的管理，使这一问题顺利解决。
西山社区探索建立了“公益银行+爱心超

市”双平台，居民做了好人好事后，可以积分形
式在两个平台兑换现金或物品转赠给困难群
众。公益银行资金达 10 万余元，这笔钱能不
能管好、用好？居民们不免提出了疑问，
“居监会督促社区实行专人专管，定期在
公告栏、互联网上公布公益银行资金的管理和
使用情况。”公益银行负责人周健说，
“现在，付
出方的爱心到了哪里，接受方接受了哪些人的
捐赠，都一目了然。”

办事有章法、处事有准则
梨园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在运行过程中
形成了“五化运作”和“六员定责”两项准则。
“五化运作”是指收集民意网格化、监督流
程全程化、监督结果公开化、居务公开规范化、
监督成效绩效化。
“六员定责”是指在建立社区居务公开监
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的基础上，结合社区居
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七项职责权限和四个方面
的监督内容，将廉情信息监督员、便民服务监
督员、民情信息监督员、公共项目监督员、阳光
居务监督员、民主理财监督员进行定责，明确
各岗位职责，切实做好居务监督工作。
居务监督委员会将每月 5 日定为公开日，
15 日定为监督日，25 日定为理财日，按时完成
居务监督各项工作。
“居监会还对社区‘三重一
大’事项民主决策制度落实情况以及居民会
议、居民代表会议有关决议等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及时纠正问题。”市纪委相关工作人员说，
低保户的确定、物业管理费变动情况、居务公
开情况等，都在居监会监督范围内。
为确保社区监督工作规范、有序，我市还
出台了《居务监督委员会工作细则》，制作下发
了《居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记录册》，对居监会工
作进行不定期检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
2012 年，各社区居监会共化解矛盾和问
题 134 件，居民投诉件比 2011 年减少 17.3%。
“居监会是纪委在基层的前哨，尽管它监督的
都是一些‘小事’，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险峰说。

廉政文化进机关
近年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始终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强化队伍建设、确保队伍廉洁从
政的重要举措来抓。该局利用内部空间，倡导书香文化，以“廉政质监”、
“人文质监”等为主题在
楼层走廊布置廉政字画图片，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干部职工廉洁从政。
通过有效举措，该局已连续 9 年被评为海宁市政府依法行政先进集体，成为全省系统首批
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先后成为浙江省廉政文化进机关示范点和省质监局廉政文化进机关示范
点。
图为嘉兴市廉政文化进机关示范点建设现场会在市质监局召开，该局工作人员向与会人员
作介绍。
■记者 陈卓蓉 摄

品牌产品明码标价，在这里购物很放心

海宁中国皮革城打造“诚信生产力”
■记者 宋予佳

阳光下的房屋征收更和谐
■记者 万姗
“通过这个触摸屏查询系统，被征收人可
以查看自家房屋的评估结果、补偿情况，如有
疑问，还可以查看邻居们的同类信息，知己知
彼，心中有底。”市区人民里区块征收现场办公
室工作人员一边演示，一边介绍说，这个触摸
屏系统使房屋征收补偿真正实现了阳光化、公
开化，市区得胜里、人民里和蔡家埭的征收工
作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下一步工人路区块征
收过程中，也将一路“阳光到底”。

走品牌之路，扬诚信之旗

操作阳光化
为了做到信息公开，确保征收工作阳光操
作，市房屋征收办组织开发了房屋征收电子信
息管理系统，实现了从信息公开向信息化管理
发展。以征收管理系统为依靠，在各征收现场
办公室点设置触摸屏查询系统，将征收补偿的
政策依据、
评估结果、
操作程序、
调查登记情况、
征收补偿方案、
分户补偿情况，
及时向被征收人
全面公开。
“第三方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直接上传到
系统，现场办公人员无权做任何更改，双方签
约以后合约全文也会上传系统供查阅，做到公
平公开。”工作人员介绍说。此外还建立了“海
宁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门户网站，实
时更新相关法规和政策，并与房屋征收公示系
统链接，便于群众及时了解和掌握。
征收工作不仅线上“阳光”，线下也一样公
开，
征收开始前，
该区块的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逐一发到群众手上，被征收人可以根据条款自
行测算。征收办现场摆放了异地安置房小区的
实景模型，公开了征收政策和流程、征收区块
的红线图、被征收人的选房信息等，让群众由
内而外地感受“阳光”。

成效促和谐
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察局）、市纠风办在
民生重点领域深化“阳光工程”建设，
“ 阳光征

核心提示：实施社会诚信促进工程，这是
建设廉洁海宁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建立和完
善公共联合征信系统为重点，在全市形成诚实
守信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在海宁中国皮革城，你会发现，很多店铺
门口都挂着明码标价的标识牌，在这里，你就
跟逛商城一样，价格、折扣都清晰标明。如果
你购物时发生消费纠纷，
“消费者投诉站”将帮
你解决问题。同时，皮革城一直坚持“打假”，
坚决谢绝仿名牌、
冒名牌。
这一切，
皆立足于皮革城“诚信立市”。

收”就是其中的一项重点工作。
近日，市纪委（监察局）组织特邀监察员对
市区旧区改建区块“阳关征收”工作进行专项
执法监察，实地察看了征收工作现场、业务操
作，并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促进了房屋征
收补偿的阳光化、公开化。
“阳光征收”不仅保障了群众的参与权、知
情权和监督权，同时也有效减少了房屋征收过
程中的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
“我们的理念就
是
‘让群众补个明白、
还征收一个和谐’
。
”房屋
征收办主任张亚匡说，
“为群众服务，接受群众
监督，
对于我们自身工作也是一种鞭策，
尽我所
能地避免差错。
”

“三星”、
“NG”、
“ 弗奥”、
“ 贝朗”……皮革
城里名牌真不少。事实上，品牌之路也是诚信
之路。
1994 年，皮革城建成开业，到上世纪 90 年
代末时，皮革城抛弃低价竞争发展模式，引入
品牌概念。
品牌便意味着“诚信”，意味着更长远的发
展和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2002 年开始，
“ 时尚”成为市场建设主导，
提出建设“世界皮革加工（设计）制造中心、中
国皮革展示交易中心、中国皮革时尚发布中
心、长三角旅游休闲购物中心”的发展目标。
皮革城对
“诚信”的要求更高了。
现 在 ，皮 革 城 已 先 后 获 得“ 全 国 文 明 市
场”、
“ 浙江省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市场”、
“中
国十强文明市场”、
“浙江省五星级文明规范市
场”、中国皮革协会“五星级专业市场”等荣誉
称号，在工商部门市场信用分类监管评级中被
认定为 AAA 级。
2012 年 12 月，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
的 2012 年
“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名单中，
海宁中国皮革城光荣上榜。

评优秀商户，打击仿冒行为
在 皮 革 城 ，如 果 被 评 上“ 诚 信 守 法 经 营
户”、
“明码实价示范店”、
“十佳品牌”、
“十佳设
计师”、
“服务之星”等称号，不仅表示该店是诚
信商户，还意味着经营户将在下一年度的租

金、物业管理费等方面获得减免，新建市场招
商中获得加分。
同时还开展了“品牌专卖店”、
“ 党员经营
户”挂牌经营、党员经营户“三亮、四定、五带
头”承诺经营。通过正面引导，皮革城推进诚
信市场建设。
此外，严厉监管执法。在每个楼层有管
理巡查人员，营业时间不间断巡逻。设立消费
者投诉站、消费者投诉热线和消费者服务台，
接受社会监督。2012 年共处理消费纠纷 124
件，为消费者实现退款 21.76 万元，消费纠纷处
理满意率 100%。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开展
执法监督，2013 年上半年，会同工商等部门开
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知识产权整治行动，
查处案件 24 起，移送司法机关 11 起，杜绝了市
场内仿名牌、冒名牌现象。

建信用体系，固诚信之业

信用评价管理体系，是皮革城诚信市场建
设的基本工具。
建立经营户信用评价实施办法和评价标
准、评价细则，并利用工商信用管理系统、皮革
城市场管理软件和触摸屏系统，打造信息化信
用评价、公示平台。
建立动态管理的信用档案，所有经营户签
订诚信经营承诺书并建立经营户档案，经营品
牌、价格、质量等方面的诚信行为，全部纳入考
核范围，考核分数与租金、物业管理费增减挂
钩。
注重信用数据应用。根据信用等级奖优
罚劣，对信用不达标的经营户实行黑名单制
度和退出机制，信用优秀经营户在市场招续
租时给予加分或优先。信用评价管理体系的
完善，极大地提高了经营户诚信文明经营的
积极性，市场 A 级信用以上经营户达到 98%以
上。
此外，皮革城还注重市场从业者和管理者
诚信素质的培养，并从党建领航、制度导航、部
门护航三大方面抓机制建设。
“人无信不立，市无信不兴”。海宁中国皮
革城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秉承“诚信立市”
的优良传统，为海宁皮革产业的明天打造更加
强劲的
“诚信生产力”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