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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冯瑄 通讯员 陈晓众

在大气环境的各种污染物中，
二噁英是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是人类工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副产
品，对人体有致癌、致畸、致突变
的危害性。

昨天，市环境监测中心二噁英
小组的工作人员对位于北仑的光大
环保能源(宁波)有限公司进行了二
噁英的监督性监测。需要指出的
是，这样的监测相关企业一年要接
受4次。“只有保证每家相关企业都
能达标排放，才能保证二噁英这样
的 有 机 污 染 物 不 危 害 人 类 的 健
康。”负责采样、监测的高级工程
师李申杰说。

一大早，李申杰就和同事驱车
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光大环保能源

（宁波） 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一

家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每天有1500
吨的生活垃圾在这里焚烧处理，而
焚烧一般会产生二噁英。”李申杰
说，在我市，有近30家企业列入二
噁英重点排放企业名单，主要包括
垃圾焚烧、再生有色金属冶炼、化
工等行业，这些企业每年会接受政
府部门的监督性监测。

不过，污染源废气中二噁英监
测与其他污染物监测有些不同，它
是废气污染物监测中最为复杂和麻
烦的。监测首先就要取样，这就需
要工作人员爬到企业的监测平台
上。按照环保监测对采样口的要
求，监测平台通常需要设置在距离
地面30米至40米高的排放筒上，以
保证排气筒中烟气的稳定。但想要
爬到三四十米高的平台也不容易，
因为这里的楼梯坡度在 80 度以上。
为此，工作人员只能徒手攀爬，上

到监测平台后再把设备吊装上来。
“由于二噁英废气采样设备众多，其
中最重的设备有40公斤左右。有些
企业没有吊装设备，工作人员就只
能采用人工吊运或手提肩扛。”李申
杰说。

“ 和 其 他 污 染 物 的 取 样 不 一
样，因为二噁英的含量极其微小，
所以按照采样规范一个样品要采集
2 个小时以上，一是为了富集一定
的量以达到仪器的检出限，二是为
了使采集的样品更具有代表性，防
止 工 况 瞬 时 的 波 动 影 响 监 测 结
果。”李申杰介绍，而这样的样品
需要 3 个。也就是说，加上设备吊
装、安装以及拆卸的话，工作人员
要在这个平台上守候整整一天。

记者注意到，烟道里的废气从
采样枪枪嘴进来以后，首先要经过
一个滤筒，对废气中的颗粒物进行

收集，然后废气经过一个冷凝装
置，把烟气里的水分冷凝下来，再
用树脂对废气中的二噁英进行吸
附，最后经过主机体积计量后排
空。一般来说，每个样品需要采集
标态下的废气2立方米以上。

“在对样品进行处理前，除了
树脂吸附的二噁英外，还需要把滤
筒收集的颗粒物以及冷凝水里的二
噁英也分离出来进行合并，然后进
行检测。”李申杰说，按照国家标
准，每立方米废气中二噁英的毒性
当量浓度不得超过0.1纳克。

取样完成后，李申杰他们还要
在实验室里对这些样品进行检测分
析，确定二噁英含量。这个过程通常
需要两周至三周。“根据我们和其他
监测单位的监测情况，宁波这近 30
家的二噁英重点排放企业都能做到
达标排放，因此市民们可以放心。”

环境监测员 数十米高平台上“捕捉”有机污染物

环境监测员在进行二噁英监测。 （冯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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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行政审批自助终端系统被称为
“不见面审批”，它给市民带来了很
多便捷，除了市民再也不会遇到门
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之类的情况
外，还能减少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
高工作效率，节省办事群众的时间。
然而，科技进步的产物目前还没有
发挥应有的作用，审批自助终端受
到冷落成了摆设。

对于新生事物，人们总有个接
受和适应的过程。就像医院挂号，当
初由人工挂号改为电脑操作时，就
医者很有牢骚，因为操作者不熟练，
挂号速度比人工还慢；不久操作者
熟练了，就医者就充分享受到了它
的快捷；现在，自助挂号收费终端机
在医院满大厅都是，大家习以为常，
且大多数人操作自如，即使不会操
作的到人工窗口挂号付费，排队者
也少了许多。

审批自助终端成了摆设，浪费
了政府有限的资源，无疑是可惜的。
要使自助终端“热闹”起来，关键是
职能部门要加强服务，在现场安排
导服人员，主动自觉地引导、帮助市
民办事，而不是审批自助终端一放
了之。医院自助挂号收费终端投放

之初，不仅有医院安排的导服人员，
还有一些志愿者在做导服工作；现
在到银行大厅的自助终端存取款和
转账，旁边也有导服人员帮助。毕
竟，人们对于自主终端的认识程度
有差异，年龄不同、学历不同，理解
和操作能力自然不同，我们要考虑
到大众化适应的问题。何况，审批自
助终端只是一台机器，所谓的人机
对话是预先设置的，它的“回答”面
对的是市民普遍性的问题，呈现在
市民面前的是格式化的模式，如果
遇到市民提出的带有个性化的问题
时，自助终端就给不了市民一个满
意的答复，这就需要导服人员释疑
解惑。另外，要保证审批自助终端的
健康运行，完善它的管理系统。从报
道来看，有这么多的审批自助终端

“病号”，为什么不及时修一修呢？
说到底，设置审批自助终端是

为市民办事提供更多的便利，但是
如何用好它、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实际上也是在考问职能部门的服务
质量。希望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能
答好“便民卷”，把为市民提供的优
质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李国民）

自助终端成摆设是一道考题

审批自助终端为何成了摆设？

上午 9时半，市行政服务中心
各个窗口迎来办事的“早高峰”，
不少热门窗口前甚至排起了长队。

不过，与窗口的火热不同，在
市行政服务中心北门入口处，13
台不同规格与功能的行政审批自助
终端则略显寂寞，偶有办事的群众
稍作停留，也只是使用了其中的 1
台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机和 3台房产
交易自助服务机。

另外 9台行政审批自助终端在
记者观察的 1个小时内，均无人问
津。其中，人社部门的自助社保查
询机刚刚撕去“维修”字样的纸
条，而财政部门的 2台非税自助缴
款打票机屏幕则显示“暂停服务”
字样。

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除了
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机以及 3台房产
交易自助服务机，另外 9台分属国
土、税务、公安、财政、人社、住
建等部门的自助终端，其使用率相
当低。而她与其他 2名同事负责的
房产交易自助服务机也处于试运行
阶段，最多的一天只接待了 8批办
事群众。

行政审批自助终端遭冷遇在宁
波并非个例。在鄞州区、海曙区以
及江北区的行政服务中心，记者均
发现了行政审批自助终端被闲置的
情况。以鄞州区行政服务中心为
例，记者在 1 号门、2 号门的进口
处以及 1 楼电梯口共发现了 5 台人

社部门的行政审批自助终端。据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4台新款的行政
审批自助终端与老款最大的区别在
于，老款可打印盖有红色印章的证
明，而新款只能打印盖有黑色印章
的证明。

虽然在 1 楼放置了 5 台行政审
批自助终端，但记者在现场均未发
现有办事群众使用该类自助终端。
随后，记者在 2楼商事登记服务区
以及 3楼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又发
现了 3台行政审批自助终端，同样
使用者寥寥。其中，商事登记服务
区的“最多跑一次”自助服务终端

（属于市场监管部门） 已出现故
障，无法显示网页；不动产登记服
务中心门口的不动产打印终端及不
动产自助查档终端 （未通电），甚
至已隐藏于“最多跑一次”改革宣
传易拉宝的身后。

据知情人士透露，一台行政审
批自助终端加上 5年的运维费用在
10 万元左右。我市目前拥有行政
审批自助终端的部门已涵盖人社、
公安、国土、住建、税务、财政、
市场监管等十来个。上述部门的行
政审批自助终端有国家部委、省属
部门的“固有动作”，也有不少是
市级部门的“自选动作”。“这些行
政审批自助终端已或多或少地在各
级行政服务中心投放，如果不加以
利用，着实有点可惜。”该知情人
士说。

被冷落的自助终端

本报记者

行政审批自助终端为何遇冷？
加强引导与服务以后是否能有所改
善？

据了解，我市目前拥有行政审
批自助终端的部门中，人社部门及
公安部门投放的时间相对较早，布
点也较多。但记者走访时发现，由
于引导服务到位，公安部门投放的

行政审批自助终端，其使用率远超
人社部门。

以出入境证件办理为例，公安
部门相继投入的港、澳、台本式签
注机，出入境自助填表系统，港、
澳、台自助签注机，出入境自助取
证机等行政审批自助终端边上，大
多配备了导服工作人员。

自助终端其实挺好使

在市行政服务中心以及宁波
市公安局海曙分局，记者都发现
有工作人员引导办事群众操作公
安部门投放的行政审批自助终
端。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办事
群众对行政审批自助终端有了良
好的体验，为其今后使用该类自
助终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据市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市行政服务中心出入境行
政审批自助终端目前的日使用量
已超过 150 人次。反观人社部门
推出的自助终端，虽然数量众
多，但由于未配备导服人员，其
使用量远低于公安部门。

行政审批自助终端好不好，
体验过的办事群众最具发言权。
在走访中，记者随机询问了 10名
办事群众，其中有 8 名不知道审
批部门推出的行政审批自助终
端。理由大体是不知道可以通过
自助终端办理审批事项，也不知
道这类自助终端在哪里，更不知
道这类自助终端有哪些服务，如
何操作。

有 2 名办事群众了解部分行
政审批自助终端的功能。其中，
徐先生因违章处理前往派出所缴

纳罚款时，得知市行政服务中心
的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机可直接缴
纳交通违章罚款，好奇心让他决
定一试；而张女士之所以了解行
政审批自助终端的功能，得益于
工作人员的引导与帮助，让她在
行政审批自助终端上顺利完成了
购房资格核查。徐先生与张女士
使用行政审批自助终端后，均对
其大加赞赏。

记者在各类行政审批自助终
端上进行了尝试，发现多数行政审
批自助终端操作并不复杂，甚至可
以说是又快又好。以居住证办理为
例，记者只花了 1分钟便在人社部
门的行政审批自助终端上打印了
所需的社保证明及就业证明。在服
务窗口人满为患及窗口工作人员
休息的时候，使用行政审批自助终
端能完成部分简单事项的办理。

诚然，办事群众使用后良好
的口碑，是对行政审批自助终端
最好的肯定。但如何加强引导与
宣传，让更多的办事群众认识、
了解行政审批自助终端，让使用
行政审批自助终端成为群众办事
的新常态，或许是破解行政审批
自助终端遇冷的关键。

除了加强宣传与引导，合理整
合各个部门的行政审批自助终端，
也是我市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的重要抓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无法分辨各类行政审批自助终
端的功能，是办事群众“冷落”自助
终端的原因之一。“这么多的行政
审批自助终端，想要办事还要在林
林总总的自助终端里找一遍，实在
太麻烦了。”前来办事的周女士告
诉记者。

不过，周女士的困惑将很快成
为过去。记者昨日从市审管办获
悉，我市综合类行政审批自助终端
的推出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目
前，4台综合类行政审批自助终端

已在市行政服务中心西门试点上
线，支持 153个行政审批事项的自
助办理。

“近期，我们还将在该自助终
端上添加 48 个行政审批事项，力
争最终达到 406 个。”负责综合类
行政审批自助终端项目的市审管
办法规与督查处处长周兆斌告诉
记者，鉴于部分行政审批自助终
端已出现利用率不高的情况，市
审管办已在综合类行政审批自助
终端试点上线前，对我市千余个
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初步筛选。
可在综合类行政审批自助终端办
理的行政审批事项以个人、民生
类为主，且该事项的办理量较高。

升级版自助终端明年上线

据介绍，综合类行政审批自助
终端将由市审管办牵头，统一开发。
各区县（市）及市级部门今后将不再
单独推出行政审批自助终端。“该自
助终端的推出，将有效解决政府部
门重复投资、自助终端各自为政杂
乱无章的问题。”周兆斌说，按照计
划，在市行政服务中心试点后，该自
助终端将于明年 1月在各区县（市）
及社区、街道内试点，以便进一步优
化自助终端上的行政审批事项及界
面。如试点顺利，该自助终端将于明
年2月逐步向全市推广。

据透露，在全市推广综合类行

政审批自助终端后，我市将加大宣
传力度。在该自助终端推广的基础
上，我市还将推出 24小时自助服务
区，在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及人流密
集的区域搭建 24 小时“不打烊”的
审批服务中心。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 24 小时
‘不打烊’的审批服务中心，让行政
审批离办事企业、群众的需求更近，
让服务更加深入人心，让改革更加
惠民。”市审管办相关负责人说，改
革最终的目标是：凡办事群众可自
助办理的事项，在自助终端、手机上
便可轻松办理。

一边是排起长龙的人工服务窗口，一边是无人问津的自助终端，
在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这样的冰火两重天现象存在已久——

市民目前仍习惯于在人工服
务窗口办事。 （本报记者 摄）

市行政服务中心的非税
自助缴款打票机已暂停服务。

（本报记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