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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知晓率较低、办理业务范围有限，部分居委会周六办公遇冷，有社区建议

望弹性工作制能根据实情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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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 广州市内大部分社

区居委会实施周六弹性上班制，

如常开门接待群众。 但由于群众

知晓率较低等原因， 部分社区居

委会办事居民较少。 记者走访发

现，其实猎德街早在4年前就已全

面推行弹性工作制， 车陂街也实

行晚上值班制多年。

有社区表示， 居委办理业务

的范围有限，建议居民提前预约，

同时希望弹性工作制度根据实际

情况再做调整。

周六办公部分居委很冷清

单人值班能办事项很有限

记者随机走访了解到，在荔湾区

中南街海南社区，工作人员一大早就

来到居委会“开门营业”，不过直到中

午下班时间，还没有居民前来办理业

务。 工作人员认为，现在刚刚试行弹

性工作制，可能还有居民不了解，“如

果居民知道周六我们也开工，应该会

选择周六来办事。 ”

和海南社区相比，番禺区桥南街

福景园社区的境遇还算好些。“一上

午就进来两个居民，其中一个还是来

问路的，另一个居民来反映社区里的

环境卫生问题。 ”当天值班的工作人

员何嘉颖告诉记者。 前来反映问题的

居民表示，以前工作日要上班，有事

只能在居委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很

多事情讲不清楚，也不好反映。 现在

实行弹性工作制度，上班族周六也可

以到居委办事， 可以面对面反映情

况，方便很多。

有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居民来办

理的主要是计生、民政、党建等业务，

但并非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办理，因此

周六值班所办事务有限。 在员村街二

横路社区，当天值班的是一位负责消

防、调解工作的办事员，他表示自己

不能处理计生、民政业务。“计生业务

是电脑操作， 由两名工作人员负责，

他们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其他人不

能碰。 ”如果有人来办计生业务，则只

能为其进行登记，最后还是要上班时

间由相关的工作人员办理。 但如果居

民来办理城乡居民医保登记，由于是

纸质记录，携带相关证件到社区居委

会后，便能现场受理。

目前，因为社工们负责的业务各

不相同，部分业务更需要上网对接街

道或区政务服务中心才能办理成功，

有些事情居委无法办理，居民还是要

多跑一次政务服务中心。 因此，大部

分社区工作人员建议，如果市民有特

定需要办理的业务，最好通过电话进

行预约，以便安排专职工作人员接待

受理。

猎德街已推行弹性工作制4年

为了方便群众办事， 天河区猎

德街从 2014 年开始就自发实行社区

居委周六值班制， 每周六全天均有

社区专职人员在岗值班。 上周六，记

者走访发现，全街 6 个居委单位均对

外开放，各有一名专职人员值班。

猎德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值班时间遵照工作日上班时间 （8:

30~12:00， 14:00~17:30）， 实行周六

值班制已久， 大部分居民都知道周

六可以过来居委办事。 “周六前来

办事的居民不多， 人数较工作日少，

大多以递交资料、 咨询办理事项为

主， 主要针对医保、 计生、 民政这

些方面。”

誉城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

绍， 社区居委人数大约在 6、7 人左

右，大家轮流值班，大约一个半月左

右轮完一次，工作繁忙的时候，他们

有时还顾不上补休。“一两个月才轮

一次的话其实也没问题，自己本身的

工作还是要完成。 ”

车陂街实行晚上值班制

由于社区居委会工作事务较为

繁杂，弹性上班制对于很多社区工作

者来说已是常事。 据车陂街民政科相

关负责人介绍，“2015 年我们就实行

晚上值班制度，以往是安排多名人员

值班至晚 10 点，负责社区巡查工作。

去年开始， 社区减少了值班人手，仅

安排 1 名人员在办公室值班至晚 7

点。 今年起，再安排坐班至晚 8 点。 ”

该负责人表示，弹性上班制已是车陂

社区工作常态，轮值人员能够在第二

天晚两小时上班。 同时，车陂街道办

事处也安排人员值班至晚 10 点，负

责处理应急事件和巡查工作。

部分社区早已实行预约办公

越秀区黄花新村社区居委会主

任黄亮介绍， 为方便居民群众办事，

在市民政局下发弹性工作制度的通

知前， 居委会早已设有预约办事的

服务功能。 “前几周刚好有居民提

出希望我们周六帮忙调解家庭纠纷，

这个案也是一直有专门的社工负责

跟进的， 所以周六就留了她在居委

值班， 好配合居民处理情况。” 黄亮

表示， 只要是居民有需求都可以提

前在工作时间致电所属居委会预约

办事， “工作日的中午时段我们会

有部分社工留值在居委会吃饭、 休

息， 有居民上门的话就可以随时提

供服务。”

在荔湾、越秀等部分社区，预约

办公的情况屡见不鲜。 尤其是在办理

加装电梯业务期间，基本都是提前安

排好，在晚上或周末时间举行，如有

其他特殊情况也可以提前预约。

居民反响

极大方便了

普通劳动者办事

对于社区居委会实行周六弹性上

班制度，大多数居民都很高兴。

记者在天河区随机抽取 12 位居

民调查发现，有 11 位居民认为这个政

策非常好。 天一庄小区居民王先生认

为，这项政策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极大方便普通劳动者办事。 白水塘小

区居民张先生说：“年轻人办事要上班

不好请假，老人家有时间但很少办事，

小孩子多数在上学。 如今医院、公安部

门都实行周末工作， 社区居委会也应

顺应潮流。 ”但也有居民心疼社区工作

者，认为他们少了休息时间，希望调休

能落实到位。

居委建议

居委会工作时间能否与

正常工作时间错开一天

有社工建议， 政策实施是否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比如，居委会工作

时间跟正常工作时间错开。“居民周一

至五上班，周六日放假，那我们可以周

二至周六上班，周一周日休息，跟大家

时间错开来。”社区工作人员张先生认

为， 这样能够保证周六所有工作人员

都在，能够办理更多业务。

赤岗街道副调研员潘志虹表示，

居委会并不能办理所有业务， 一些业

务只能在居委办证明， 而手续还是要

去政务中心才能搞定。 如果只有居委

周六上班， 其他办事窗口没有跟上的

话， 其实可以在居委完成的业务并不

多， 建议弹性工作制范围延伸至政府

办事窗口。

也有人建议居民， 部分业务可先

在网上提交资料预约办理时间， 如生

育登记等，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他山之石

上海居委会

推行“全岗通”

自 2016 年起，上海各社区居委陆

续推行“错时弹性工作时间”，方便居

民群众在平时、晚间、双休日、节假日

都“找得到人、办得了事”。 同年 8 月

底， 虹口区民政局在全区推行“全岗

通” 工作模式———要求每名居委会干

部都要“一专多能，全岗都通”“一人在

岗、事项通办”。

同时， 上海市还进一步优化居委

的服务功能，着力提高居委会、村委会

依法协助行政事务和开展社区社会工

作的能力，熟练掌握和运用各项政策，

实现公共服务“全岗通”和社区服务专

业化。 并进一步建立健全薪酬体系，探

索工作督导方式，优化完善考评方法，

激励居委会、村委会更好地履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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