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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如水润民心
——市清源供水有限公司“供水服务提升月”活动纪实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请问您有什么事要办？”日
前，在市行政服务大厅服务窗
口，市清源供水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清源供水公司”
）总经理王
斌，满面笑容地接待来办事的市
民。
“我买的二手房想变更交纳
水费的账号。
”市民张女士说。
“您拿着二手房的不动产证
和身份证就能变更了，很方便。”
王斌微笑着对市民说。很快，张
女士办完变更手续满意离去。
“在窗口服务市民，能让我
们发现用户的需求和服务的不
足，从而查漏补缺，更好地为市
民服务。”王斌说，
“刚刚过去的
这个夏季，我们本着让市区每户
居民都能正常用水的目标，积极
深入地开展‘供水服务提升月’
活动，多举措保证安全、优质供
水，切实提高供水服务质量，推
动供水服务向高层次、高质量、
高标准迈进，确保千家万户夏季
高峰用水无忧。
”

步厘清权责，精简审批事项，实
现了所有手续一次完成，将“惠
民、为民、便民”的服务举措落到
实处，营造了良好营商环境，服
务质效进一步提升。

以民为本
让更多市民喝上放心水

清源供水公司总经理王斌 （左） 在市行政服务大厅服务窗口接待办事市民
在市行政服务大厅服务窗口接待办事市民。
。

提升素质
激发优质服务动力
“看到有客户走近柜台，要
面露微笑；客户咨询问题，要尽
量起身回答；客户来了要问声
‘您好’
，
走了要说
‘您慢走’
……”
8 月 16 日上午，清源供水公司邀
请市礼仪协会副会长、高级礼仪
培训师宋海风，为窗口服务人员
做了文明服务礼仪专题培训。
培训最后，大家还认真地进
行了礼仪知识测试。面对测试
展现的良好培训效果，清源供水
公司党总支书记母志会告诉记
者：
“ 此次培训是公司抓服务促
提升、保供水惠民生‘供水服务
提升月’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要把这些富有人情味的人
性化待人接物礼仪运用到供水
服务工作中去，进一步规范员工
礼仪，不断提升窗口人员的人文
素养和业务水平，服务好每位用
户，全面提高办事效率，切实提
高用户满意度。
”
自 8 月 初“ 供 水 服 务 提 升
月”活动开展以来，清源供水公
司着重抓学习、提素质、转作风，
切实提高窗口服务人员岗位素
质，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从
而更好地为用户提供优质、高效
的服务。
为了让服务更规范，清源供
水公司加强对窗口人员的教育
培训。公司对《员工手册》作了
进一步的修订完善，确立了员工
“收费规范，服务热情，用户至
上”的服务标准。同时，把窗口
人员的学习、培训作为经常性工
作来抓，统筹安排，抓好落实。
定期组织窗口人员深入学习公
司《社会服务承诺内容》
《岗位服
务规范》等服务制度，全面提高
办事效率。
在“供水服务提升月”活动
中，清源供水公司结合《漯河市
深入纠“四风”持续转作风三年
行动方案》要求，持续推进作风

清源供水公司组织人员开展优质服务进社区活动。
清源供水公司组织人员开展优质服务进社区活动
。
建设、改善工作作风。组织开展
以“请善待你所在的单位”为主
题的座谈会、演讲比赛，激励广
大干部职工牢固树立爱岗敬业、
务实作为的优良作风，有力推动
作风建设持续深化，形成了风正
劲足、担当尽责、优质服务的浓
厚氛围。
清源供水公司还以“供水服
务提升月”活动为契机，广泛开
展了“党员先锋岗”
“ 创优争先”
“高峰供水我先行、承诺践诺立
新功”
“立足岗位做贡献、建功立
业促发展”等一系列活动。活动
中，公司涌现出一大批爱岗敬
业、扎根一线的优秀员工。
通过用身边的事教育和影
响身边的人，看得见，摸得着，员
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服务用
户的意识显著增强，供水服务水
平进一步提升。

倾心服务
解决居民用水问题
“供水服务提升月”活动中，
清源供水公司先后组织人员来
到市区柳江路文萃江南小区、建
业森林半岛小区、龙城国际小
区、兰乔迪亚小区等多个大型
住宅小区，积极开展优质服务进
社区活动。他们设立咨询台、发
放宣传资料、讲解用水常识、上
门排查维修等，与用户开展面对

面交流；发放《用户调查表》，进
一步找问题、找差距，解决用户
用水问题。
8 月 23 日，在文萃江南小区
50 号楼，看到工作人员一会儿
工夫就把自己家卫生间的水龙
头修好了，居民周先生高兴地
说：
“俺家的水龙头以前关不严、
老滴水，多亏你们这些热心人，
俺以后就不为这事发愁了。”
为深入推进“供水服务提升
月”活动的开展，清源供水公司
立足主业，积极作为，在服务过
程中更加注重细微之处，使供水
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服务范围不
断扩大，
“ 亲民、为民”诚意举措
得到用户的高度评价。
“我们的便民服务进社区活
动是常态化的，不但可以通过活
动为市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还
能发现供水中存在的问题。”清
源供水公司双龙营业所所长谢
国庆向记者介绍说。
居民用水过程中的烦恼看
似小事，其实是影响他们生活的
大事。只要有群众反映问题，清
源供水公司都坚持落实好首问
负责、承诺服务、温馨提示、服务
咨询、领导接访等服务制度，坚
持内部督查、外部沟通协调，并
充分发挥市长热线和供水热线
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对供
水水质、水压、突发管网破裂等
问题，及时通报，及时调查处理，
确保办结率为 100%。

服务过程中，清源供水公司
严格执行服务内容、服务标准、
服务程序、服务时限、服务监督
公开制度。在各便民服务点及
市行政服务大厅清源供水窗口，
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收费标准
依据、员工行为规范管理规定、
举报电话、意见箱、业务内容和
工作流程等，
方便群众监督。
公司实行全年工作日制，抢
险、抢修和服务电话 24 小时专
人接听，切实做到全天候不间断
服务。在供水管网抢修中，积极
实施不扰民的“带水作业法”
“快
速堵漏法”
“ 零点作业法”等，管
网维修期间为群众免费送水，进
一步为群众提供了方便，受到了
群众的普遍好评。
9 月 5 日，在市区嵩山路与
大学路交叉口东南角的供水便
民服务点，记者看到，结合我市
“创文”有关要求，工作人员进一
步提升窗口服务水平，在便民服
务点设置了党员示范岗、雷锋志
愿服务点、咨询台，配备了多个
便民设备设施。
此外，清源供水公司还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紧紧围绕供水
行业“放管服”改革有关内容，通
过全面系统地深入调研，对供水
业务流程进行了全面梳理，进一

近日，市区黄河路东段金港
小区的 4 名居民代表，特地将一
面写有“为民办实事 真情暖人
间”字样的锦旗，赠送给清源供
水公司。居民吴平均激动地说，
衷心感谢清源供水公司解决了
困扰小区居民多年的用水问
题。同时，他还称赞公司办事效
率高、服务热情周到。
原 来 ，金 港 小 区 自 入 住 以
来，一直使用自备井供水，由于
近些年地下水水质不佳，无法满
足居民正常用水，成为大家头疼
的问题，该小区 200 多户居民迫
切希望使用自来水。
心之所系、情之所牵。清源
供水公司接到该小区的接水申
请后，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了
实地勘查，并迅速组织施工人员
进场施工铺设管网，放弃休息时
间、加班加点，提前两个半月完
成改造任务，彻底解决了该小区
用水难问题。
无独有偶。市区盛世浩苑
小区也曾遇到使用自备井、无自
来水可用的问题。清源供水公
司了解这一情况后，积极协调各
有关部门，迅速完成前期设计勘
探工作，自 7 月 5 日开始，组织人
员沿泰山路与龙江路交叉口西
南角铺设管道连通至盛世浩苑
小区门口，倾尽全力在 8 月 20 日
让盛世浩苑一期 1500 户居民用
上了自来水。
清源供水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我市正在进一步
完善新建道路的供水管网，牡丹
江路、子牙路、玉泉山路等十余
条道路的供水管网都在建设
中。未来，清源供水公司将继续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提高供水安全保障度，让市
民在优质供水服务中有更多获
得感，让更多市民喝上安全、优
质、放心的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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