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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排宣

在东莞市石排镇政务服务中心有

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面显示着叫号情

况、今日预约、等候时长预警、员工工作

状态等信息，这是服务整个政务服务大

厅的智慧管理系统，目前该系统也是全

市唯一一个。

据了解， 自从使用智慧管理系统

后，石排镇政务服务中心在全市政务服

务能力及数字政府量化考核评定成绩

均为优秀。根据最新数据，2022 年 8 月，

该中心窗口受理业务 11049 宗，平均等

待时长为 8.1 分钟， 平均窗口办理时长

为 3.2 分钟。接下来，该中心将依托智慧

管理系统， 持续深化“互联网+政务服

务”，构建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现代化、

智能化的政务服务大厅，探索创新管理

服务机制，为群众提供高质量服务。

岗位服务异常， 系统自动通知

负责人

石排镇政务服务中心系统工程师

陈志钊介绍，为建设数字政府推进职能

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石排镇开展

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开发“智慧管理系

统”，利用大数据和 AI 分析技术，对业

务数据、人群分布、办事体验、窗口人员

管理等重点环节进行实时监测与可视

化呈现。

“开发运用这个系统， 是为了促进

窗口工作人员更好地服务群众，避免发

生过去工作人员离岗、服务态度不好等

情况，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举个例子，

这套智慧管理系统会自动记录工作人

员离岗、使用手机等情况，一旦发现以

上行为超过设定时间，系统开始预警并

将信息推送给各负责人员。 ”陈志钊说。

此外，石排镇政务服务中心依托智

慧管理系统，创新服务方式，其中联办

转号机制和过号激活机制大大减少了

群众办事等候时间。 以前办理企业注销

业务，需要领取两个预约号码，办事人

先到税务窗口排队办理注销业务，再到

综合窗口排队办理市场监管部分的业

务，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等待叫

号。 现在，该中心创新联办转号机制，只

要领取一个预约号， 通过系统后台转

号， 就能够一次性快速完成业务办理，

大大提升办事体验感。 若是办事过程中

不小心错过叫号时间，过号激活机制能

够避免群众另找时间重新预约、重新排

队，一键重新激活，优先办理业务。

智能情景答题，需交资料一目了然

以前办事，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填交

材料。现在，该中心将公众号小程序与智

慧管理系统衔接，及时更新政策要求，群

众预约前只需要进入小程序选择需要办

理的业务，进行智能情景答题后，就能马

上知道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另外，使用智慧管理系统后，该中

心通过数据分析业务痛点，对群众办理

业务最多、等候时间较长的业务窗口实

施调整，增加业务窗口，调整人员分配，

减少群众等候时间。

据介绍，为帮助窗口人员熟悉相关

业务、强化信息化平台支撑，该中心计

划开发综合窗收件数据校验平台，作为

智慧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进一步提升办

事效率。“比如，办理一些业务需要进行

名称查询、地址查询等，这些业务需要

在市场监管业务系统进行查询才能办

理。 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给综合窗口

提供一个平台的支撑，那么综合窗口的

收件效率就会提升，从而降低群众的业

务办理时长。 ”陈志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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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厅有“智慧”，服务更贴心

石排镇持续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为群众提供高质量服务

近日，东莞市品牌学校工作室启动

暨名师工作室揭牌仪式在长安镇中心

小学举行。 长安镇中心小学获授牌东莞

市普通中小学品牌学校工作室，长安镇

中心小学校长钟晓宇、办公室副主任曾

文燕分别获授东莞市中小学名校长工

作室主持人、东莞市中小学名师工作室

主持人。

据介绍，东莞市教育局在全市90家

品牌学校中遴选出7所学校成立品牌学

校工作室。 长安镇中心小学作为7所承

办校之一，将带领16所成员学校组成品

牌学校工作室，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的

集中研修、送教到校、教学或学校诊断、

教改探索等方式，促进成员学校形成鲜

明教育教学风格， 创新教育模式与方

法，为东莞教育现代化造就一支高层次

教育人才队伍。

“组成品牌学校工作室是一个优势

互补、互助共赢的发展模式。 未来，我们

将发挥工作室各成员校的优势，开展交

流活动。 最大的目标就是擦亮各校的

‘品牌名片’，形成一定的经验，辐射到

全市的品牌学校建设。 ”长安镇中心小

学校长钟晓宇说。

据了解，长安镇中心小学品牌学校

工作室将以“赋能融合，向美而生”为理

念，以“品牌培育，理论研修，深度融合，

共建共赢”为宗旨，以学习管理为研究

领域， 以学校特色与品牌建设为主旋

律，以校本研修如何走向深度、教育如

何减负提质为主要研究课题，通过专家

引领、课题研究、诊断交流、合作探讨、

实践考察、互助合作等方式，积极树立

良好的品牌形象，不断积累经验。

近两年，长安镇大力推进教育扩容

提质千日攻坚项目，构建了“1+1+4+5”

教育蓝图；创新教育的管理机制，创新

教师的聘任模式，创新了一批校长的设

定机制。 目前全镇有12所公办学校

（园）

提出了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和品牌。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长安宣

横沥新阶层人士有了自己的“家”

横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

9月21日， 东莞市横沥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联合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暨就职典礼举行。 当天，横沥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联合会

（下称 “横沥新阶联 ”）

和横沥新阶联实践创新基地揭牌。 苏志

靖当选为第一届会长，邓启俊当选为第

一届监事长。

东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东莞市

侨联党组书记梁燕玲表示， 横沥新阶

联作为统战性的联谊组织， 在横沥镇

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更好地把横

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 凝聚

共识。 要探索“事务大家管” “点子

大家出” “经费一起筹” 的社会化运

作方式， 使每一个会员都能在新阶联

找到“家” 的感觉。

横沥镇委书记叶效怀希望横沥新

阶联充分发挥平台载体作用，引领全镇

广大新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到横沥改革

发展的各项事业中，争做横沥建设事业

的智囊团、创新创业的主力军。

据悉， 横沥新阶联现有会员54名。

其中，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30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16

人，自由职业人员6人，新媒体从业人员

2人。 根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性、专业

特长和发展需求，横沥新阶联以“党建+

统战”为重要抓手，以“莞邑新力量”为

品牌统揽， 着力打造横沥特色品牌活

动，推动全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

作实践创新基地朝着规范化、常态化和

特色化方向发展。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吴婉珊

近日，东莞市老干部

（老年）

大

学企石分校举行揭牌仪式， 标志着

企石镇老年教育事业迈出了重要一

步。

东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委

老干部局局长蔡康表示， 东莞已经

成为拥有千万常住人口的城市，老

年人口是这座城市重要的组成部

分， 如何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千万人

口共生共荣， 对老年教育工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和思路， 希望企石分校

始终坚持“创新办学”思路，紧密结

合老同志实际， 让老同志在形式多

样的教学活动中丰富知识、 开拓视

野、愉悦身心。

企石镇委书记李惠勤表示，东

莞市老干部

（老年）

大学企石分校正

式挂牌成立， 是企石镇加强老干部

工作、 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的一

项重要举措。接下来，将进一步完善

办学体系、强化办学功能、提升办学

水平，充分发挥服务老年人、凝聚老

年人、引领老年人的重要作用，切实

把老干部

（老年）

大学建设成为老年

人的健康乐园和精神家园。

据悉，东莞市老干部

（老年）

大

学企石分校位于企石文化中心内东

莞市文化馆企石分馆 4~5 楼， 设有

共享教室 1 间、 粤剧曲艺创作室 1

个，其他文艺类工作室如摄影室、古

筝室、插花室等 7 个，面积约 1290

平方米。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琬婷 张伟

东莞老干部（老年）大学

企石分校揭牌成立

长安镇中心小学启动品牌学校工作室

自使用智慧管理系统后， 东莞市石排镇政务服务中心在全市政务服务能力

及数字政府量化考核评定成绩均为优秀。

横沥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合会和横沥新阶

联实践创新基地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