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路曼

密云区檀营地区司法所所长相永良：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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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首发集
团”） 通过接诉即办展现攻坚克
难、 担当作为的企业精神， 通过
党建引领充分发挥接诉即办效
能 ， 为首都发展贡献了国企力
量。

巴金是首发集团京开分公司
负责接诉即办工作的专班班长，
自2019年从事接诉即办工作以
来， 他心系群众、 履职尽责。 京
开分公司为了将 “接诉即办” 工
作融入一线， 扎根基层， 专门成
立了以巴金名字命名的 “巴金工
作室 ”。 通过多年的潜心服务 ，
今年6月， 巴金荣获 “北京市接
诉即办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

在“悟”上入脑入心，用
心链接群众期盼

巴金作为京开分公司接诉即
办一线工作人员， 在过去的一年
中共处置 “12345热线” “12328
热线”、 首发集团以及京开分公
司服务热线所转办诉求1916件 。
通过热情为民服务， 他带领团队
积极解决群众诉求， 努力消除矛
盾隐患， 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
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在我看来任何诉求只要分
析透彻、 周到处置， 都能得到化
解！” 巴金是这么说的， 更是这
么干的。 在首发集团的双派单、
双督办、 双考核的工作机制下，
在京开分公司坚持实施 “日分
析” “周研判” “月会商” 的基
础上， 巴金建议应建立起一套京
开分公司自己的 “接诉即办” 工
作内循环体系， 这个想法得到分
公司领导的一致认可。 为此， 他
带领工作室成员提出了 “三融

入 、 三感知 、 三覆盖 ” 工作流
程 。 “三融入即意识提升全融
入、 服务链条全融入、 协同办理
全融入； 三感知即诉求渠道全感
知、 重点工作全感知、 一线问题
全感知； 三覆盖即预警机制全覆
盖、 焦点分析全覆盖、 考评机制
全覆盖 。 这套工作流程非常实
用！” 巴金介绍说。

在“干”上出真招数，用
心回应群众期盼

2021年 ， 首发集团重点在
“未诉先防， 未诉先办” 上下功
夫。 2022年更是以 “主动作为 ，
降量提率” 为开篇， 全面吹响了
接诉即办的号角， 尤为重视集团
接诉即办基层队伍的培养， 通过
下基层、 讲案例、 练沟通等多种
方式， 提高基层接诉人员的工作

水平。 巴金积极参加首发集团组
织的各类培训， 从不放过一次学
习机会。

结合实际， 巴金通过总结提
炼工单中的各类诉求， 充分认识
“未诉先办” 在 “接诉即办” 高
速公路收费运营工作中的作用，
带领工作室成员在京开分公司设
立了一套 “未诉先办 ” 工作体
系。 凡是影响客户通行体验的问
题， 都会提前预判收费现场的风
险点， 预想客户的疑问点， 提前
建立解答口径、 解决途径， 并将
建立的 “未诉先办八步流程” 下
沉至窗口一线， 客户有问题时可
以直接对接 “巴金工作室”。

“从 ‘接诉即办’ 到 ‘未诉
先办’ 再到 ‘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开展和落实， 这是基层治理的
进步， 是满足群众诉求、 提升群
众满意率的具体措施， 也是基层

服务与治理理念的全面升级 。”
巴金说。

在“钻”上下真功夫，用
心解决群众期盼

随着北京南城迅速发展， 人
口密集程度逐年增长， 车辆数量
不断增加， 良乡外环收费站两条
入口车道承载着每日近万辆的交
通量， 该站是房山良乡地区进出
的交通要道。 入口车道配置数量
与交通量的增长呈现出不匹配，
导致此站区拥堵现象与日俱增，
甚至影响了辅路交通。

巴金了解到良乡外环收费站
情况之后， 第一时间在早晚高峰
时段到现场观测车流量， 测算客
户排队等候用时， 并及时将此情
况汇报京开分公司。 随后， 京开
分公司将此作为 “我为群众办实
事” 重要内容， 快速响应市民诉
求， “闻风而动 接诉即办”， 立
即将良乡外环收费站改造工程列
为 “一企一题” 实施。 并及时协
调多方力量， 最终施工单位仅用
40个小时， 便完成了车道改造设
置， 方便市民出行。

巴金还将改造后的情况， 第
一时间发短信告知了反映此问题
的市民。 市民回复道： “家事国
事天下事， 百姓的事才是最重要
的， 感谢你们为市民做贡献！ 团
结起来才是民族的凝聚力！”

在“创”上求真实效，用
心服务群众期盼

首发集团通过创新96011服
务热线管理模式 ， 实现 “一平
台、 双办公区、 多远端坐席” 统
筹调度机制， 确保群众诉求 “件

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工作中， “巴金工作室” 与

集团96011热线无缝衔接 ， 步调
一致， 紧密围绕 “接” 的主动、
“诉 ” 的受理 、 “即 ” 的时效 、
“办” 的质量开展工作。 巴金对
集中性、 苗头性、 倾向性工单进
行分析汇总 ， 编写 “接诉难题
策” 系列， 针对诉求处置遇到的
困难提出解决的途径和沟通模
式， 到目前为止已经归集了7类
难题策， 为难点工作的解决提供
了参考和支撑。

为了筑牢现场服务环节， 巴
金借助京开分公司 “夜听广播”
创办了 “巴吧道来” 栏目板块，
以寓教于乐的形式 ， 将诉求案
例、 沟通规范、 政策要点、 特情
处置等， 通过声音覆盖在每一个
收费岗亭， 实现了 “接诉即办”
与收费车道的对接， 对窗口一线
的3000多名员工进行了精准传
导， 通过耳濡目染加深收费员对
“接诉即办” 工作的理解。

同时， 巴金还邀请拨打过服
务热线的市民成为京开分公司的
优质客户 ， 建立优质客户微信
群。 目前， 他们已为300多人提
供专属服务， 在定期提供路况信
息及延伸服务等方面随时听取改
进建议， 第一时间解决市民们在
通行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通过
有效的沟通、 高效的处置， 逐渐
化解了个别客户的不理解。

坚持 “民之所忧 ， 我必念
之； 民之所盼， 我必行之”， 这
是巴金的服务理念。 工作中， 他
以坚定如磐的初心和周到的服务
走好每一步， 解决好群众的每一
个诉求。 争当人民满意的 “响应
员”， 是他的初心， 更是他永恒
的动力之源。

在密云檀营地区有这样一位
“法律通”， 他热衷于用法律武器
援助弱势群体； 他坚持通过调解
尽量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他甘于
平凡， 敬业奉献， 把每项工作都
尽心尽力来做。 他就是密云区檀
营地区司法所所长相永良。

今年6月12日， 北京迎来强
降雨， 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
狂风大作， 雷声震耳欲聋， 雨水
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 丸子般大
小的冰雹铺天盖地砸来， 落在房
顶上、 车顶上叮叮当当作响……
正在家吃饭的相永良赶紧观察室
外的天气 ， 撂下筷子 ， 对妻子
说： “我得去单位的防汛点看一
下。” 话音未落， 相永良就打着
伞出了家门……

这时，暴雨如注，电闪雷鸣，
乒乓球大小的冰雹噼里啪啦地砸
在地面上， 雨水也渐渐没过了膝
盖， 几辆通行的车辆因涉水太深
而浸泡熄火。相永良看到后，连忙
把裤腿一挽，把鞋子脱掉，径直走
到深水处，拦截过往车辆，并耐心
解释水深不要通行。 为尽快疏通
道路， 清理下水管道及过滤网中
的淤泥，他趟着浑浊的大水，踩着
细碎的石子，走到雨篦子处，用双
手去抠、 去挖管道中的淤泥和杂
物。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突然间，相永良脚下一滑，整个人
摔倒在地上， 后脑勺重重地砸在
了水泥地上，人当即晕厥过去，雨

伞也落在水中……幸运的是，附
近一位好心的商户刚好看到，连
忙跑过来急救，并拨打了120急救
电话，经过医生紧急救助，相永良
才转危为安。

暴雨当天， 他劝导过往车辆
几十辆， 帮助涉水车辆妥善解决
熄火等问题20余件， 他用责任和
担当守护了社区居民一方平安，
筑牢了地区防汛的安全屏障。

而疲惫不堪的相永良仅在医
院休息了一天就返回到了工作岗
位上 ， 为一对母女进行法律援
助。 许多人都劝他， 这么拼命干
啥， 相永良坚定地说， “寻求法
律援助的大多是社会的弱势群
体。 我没啥大碍， 当务之急是尽
快解决好她们面临的实际困难。”

还有一次， 一位80多岁的老
太太拄着拐杖， 颤颤巍巍地找到
相永良寻求法律援助。 原来， 她
的儿子不幸意外去世了， 现在因

家庭纠纷， 导致住房补贴款无法
取出。 而老人的高血压、 糖尿病
又一起犯了， 真是雪上加霜。 无
奈之下老人便来寻求法律援助。
相永良了解情况后， 连忙安抚老
人焦灼的情绪， 并把老人送回家
中， 自己忙碌了起来， 他多方奔
走， 来到老人的儿媳家、 亲属家
多次做调解工作。 尽管遇到各种
的刁难和难堪， 他依然坚持不懈
地协调、 劝说， 直至双方当事人
最终达成协议， 老人也顺利地获
得了住房补贴款。 年迈的老人饱
含热泪， 拉着相永良的手哽咽着
说： “世上还是好人多， 谢谢您
的帮助， 感谢政府……”

今年疫情期间， 两名合伙人
因疫情原因想退出其所在的加盟
公司。 多次协商无果后， 他们来
到檀营地区寻求法律援助。 相永
良多方协调， 去海淀等地了解实
际情况， 不厌其烦地做好调解、

劝说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
过六轮调解后， 最终双方达成了
口头协议， 加盟公司同意退还加
盟费和保证金36000元 。 后续情
况， 他仍坚持继续跟踪督办。 在
他的不懈努力下， 加盟公司把协
议和打款记录上传至相关部门，
双方均表示对调解结果满意， 相
永良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同事们都感慨 ， “拼命三
郎” 的样子就是相永良， 他怀揣
善良， 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法律
援助， 在纷繁复杂的法律规范中
诠释社会公平与正义。 据统计，
20年来， 相永良已累计办理了法
律援助案件上千余件。

而这些仅是相永良繁忙工作
的一个剪影， 他日复一日、 年复
一年的踏实勤恳工作， 用宽厚的
臂膀撑起地区安全工作的一片蓝
天， 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书写着
无尽奋斗和执着的坚守。

用心用情当好群众诉求的“响应员”
———记首发集团京开分公司接诉即办工作专班班长巴金

基层法律援助战线上的“拼命三郎”

相永良（左一）带队檀营地区
司法所与安全科工作人员， 下沉
企业开展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