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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建到家门口 服务做到心坎上

□本报记者 宋爽

“遇到急事儿、难事儿和咱们解决不了的
事，拿起手机就能找人帮忙解决。”赤峰市元
宝山区东城街道平庄村四组村民党玉生高兴
地说。前几天，党玉生通过线上平台，反映了
村里路面年久失修、下雨积水的问题，短短几
天，就有人对问题路段进行了平整处理。元
宝山区把发现问题的“话筒”交给群众，利用

“党群连心桥”平台，让百姓的揪心事烦心事
闹心事实现“随拍随发、一键呼叫、一键直达”。

这是赤峰市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的一个实例。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赤峰
市紧紧围绕“五个着力”重点任务，从解难
题、暖民心、抓长效入手，高标准推动“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地落细落实。

该市深入开展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
政于民“三问”活动，推动全市县处级党员领
导干部走基层、下企业、进嘎查村社区，累计
收集线上线下各类热点难点问题2万余条，

提出重点民生事项7209个，分批次对全市
12个旗县区和66个市直部门单位领导班子
重点民生项目清单及进展情况在市级媒体
进行公示，广泛接收社会监督。聚焦党组织
和党员作用发挥，明确了市直机关、嘎查村
社区、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6个领域
为民办实事工作任务清单，分领域、分行业
推动民生实事认领，广泛开展设岗定责任、
承诺践诺等活动，共设立党员先锋岗、责任
区3705个，推动嘎查村（社区）、非公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党员6.1万余人，面对面
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共计1.5万余个。

“我们设立的志愿服务站点，有效延伸
了服务触角，通过群众‘微心愿’点单，党员
干部‘微服务’接单，实现了与群众零距离沟
通、零距离互动、零距离服务。”巴林左旗林
东镇党委书记田晓辉说。紧盯群众急事、难
事、愁事，该旗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点，实施“菜单式服务”，推动工作重心下
沉、服务下沉，不断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聚焦实施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赤峰市

不断丰富服务载体，推动全市各部门各单位
优化经办流程，简化群众办事环节，推行便
民服务举措。线上，不断优化“互联网＋政
务服务”事项，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推
动全市15073项政务服务事项入驻政务服
务网，实现10939项事项全程网办。线下，
坚持聚焦身边人、身边事，不断增强服务温
度和广度，在全市居民聚集区、公共服务设
施、窗口单位及其他重点公共场所设立志愿
服务点3415个，提供为民服务项目4121项。

全市围绕“一老一小”“革命老区群众”
“英烈后代”“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等重点
群体，推动各地区各单位有针对性地制定服
务项目。通过开展派遣专人协助烈士后代
赴外地寻找烈士埋葬地及事迹材料，为符合
条件的烈士遗属和子女及时换发烈士证，为
孤弃儿童及孩子失踪的父母搭建寻亲服务
平台等系列“微服务”，努力提升重点群体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群众办事的效果好不好，群众满不
满意，决定权在群众手里。群众的评价对我

们既是监督，更是鞭策！”赤峰市政务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说。市政务服务局建立“好差
评”工作制度，起草了《赤峰市政务服务中心

“好差评”工作方案》《赤峰市政务服务中心
“好差评”工作机制》。上半年，赤峰市本级共
产生评价数据16263条，满意度达100%。

聚焦“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赤峰市
着力构建常态长效的落实机制，探索建立健全
基层党组织自评、群众广泛评价、综合评议“三
评”体系，通过建立“面对面”征询群众评价机
制、利用融媒体中心等开展满意度调查，按照
一事一评原则，广泛征求群众、普通党员、“两代
表一委员”、服务对象等的意见建议，不断健全

“过程管理—监督检查—结果运用”全过程各环
节闭环管理机制。同时，聚焦抓住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城市管理、
道路整治、文化体育等方面，先后出台《赤峰市
中心城区拆围共绿专项工作实施方案》《赤峰
市中心城区城市道路挖掘管理办法》等一批
行之有效、群众得益受惠的政策举措，把服务
群众贯彻到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

□本报记者 宋爽

“最近小区的电动车乱停乱放行为多
了点，希望社区能加强管理”“最近雨水大，
小区排水很容易被堵，希望你们能想办法
预防一下……”近日，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
多伦诺尔镇阜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场

“我为群众办实事”社区居民议事会正在进
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社区党组织建
言献策。

走进阜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面热闹
非凡。老年舞蹈队正在文艺活动室排练节
目，休闲阅览室里坐着读书和写作业的学
生，室外运动区域随处可见体育爱好者的身
影……多伦县牢固树立“五化协同，大抓基

层”的鲜明导向，按照“全域推进”的思路，
开展党群服务中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高
标准打造县、乡（镇）、村（社区）三级党群服
务中心矩阵。目前，全县5个乡镇65个村均
已建成启用党群服务中心，共受理各类事项
9000余件，目前已办结8800余件，实现了

“阵地”建到群众家门口、服务做到群众心坎
上。

“要建设有活力的基层堡垒，就必须有
好的阵地。”多伦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牛俊杰
介绍，党群服务中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
领和服务群众的作用，融党性教育、党群活
动、资源整合、服务群众于一体，成为党员群
众想来、盼来、爱来的活动阵地。

多伦县要求党群服务中心落实办公面
积最小化，服务面积最大化，各村（社区）注

重在惠民上下功夫。这一点，家住多伦诺尔
镇尚城佳苑的章国栋感触颇深，他今年已经
90岁了，行动不便，老伴和独生子相继离
世，每年到镇里计生窗口“验证”一直是老人
的烦心事。“我正犯愁怎么办，王玉环就来家
里帮我了。”老人口中的王玉环是多伦诺尔
镇党群服务中心计生窗口工作人员。今年
以来，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电话预约、上门
服务、保险代缴等服务，拓展了政策咨询、法
律维权、文体健身等项目，还延伸开展低保、
医保、社保和困难救助等社会化服务，实现
为民服务“零距离”。

这几天，对西干沟乡牛心山村村民苗立
波来说是好日子。“牛棚、青贮窖、草料库建
成后，我们养牛更方便了。有这么好的条
件，我要好好干，争取扩大养殖规模。”谈起

将来，苗立波的眼中满是憧憬。
以往，农户建设养殖场办理测量、落图、

申请、审批等手续，要在县乡村来回跑好几
趟。牛心山村党群服务中心了解到群众的
需求后，主动采取“专事专人、专人专办”工
作方式，指定专人负责设施用地手续审批工
作，所有建设手续由村里统一办理，让村民
少跑路。

服务送到家里，党群同心喜在心里。多
伦县党群服务中心全力发挥党建功能、服务
功能、共治功能，打造党群服务主阵地。今
年1月至8月，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针
对辖区群众的不同需求，联合包村单位开展
为孤寡老人理发、为村民义诊、环境卫生整
治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730余次，服务群众
6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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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郝佳丽

鲜红的西红柿、嫩绿的黄瓜、带露珠的青菜……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祥园社区809
街地下农贸市场，有一个党建引领“红心送福”共同
体助农摊位，前来选购蔬菜的市民络绎不绝。“这个
摊位的蔬菜既新鲜又便宜，我每天早晨都来这里
买菜。”正在选购蔬菜的李淑芬乐呵呵地说。

为了将新鲜优质、价格亲民的果蔬供应给社区
居民，祥园社区以党建引领打造了“红心送福”共同
体助农摊位。“红心送福”共同体还加入到社区网格
服务中，为出行不方便的群众提供送菜上门服务。
此外，“红心送福”共同体为没有销售渠道的农户提
供免费销售平台，以实际行动助农增收。

在新城区，像这样为民办实事的实例不胜枚举。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城区把抓好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重大政治任务，全面落
实“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工作要求，高
标准、高质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任务清、全覆盖、
见实效”。在具体工作中，深化“三项”活动，着力
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精准聚焦，扎实开展“为民办实事”实践活
动。新城区各单位通过深入一线调研，更细致地
了解群众所需所盼。截至目前，共收集梳理“我为
群众办实事”事项2400件，并全部建立台账，截至
7月底，已办结1706件，办结率71%。

立足岗位，深入开展“为民分忧解难题、立足岗
位做贡献”活动。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党建联系点、
基层联系点开展调研，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
的实际问题；机关企事业单位设立了728个党员先
锋岗、责任区，立足本职工作，结合优化营商环境、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重点工作，开展“承诺践诺”活
动；机关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双报到”活
动，新城区共有5520人到嘎查村（社区）报到，开展
各类服务活动，基层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守望相助，积极推动“我帮你”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服务活动。在居民聚集区、窗口单位及其他
重点公共场所设立“我帮你”服务点121个，提供为
民服务项目190项；开展“我是共产党员·我帮你”

“我是公务员·我帮你”等志愿者活动437次……一
项项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了守望相助、友爱互助的
浓厚氛围，使得群众的烦心事、忧心事第一时间
得到解决。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城区各部门各单
位利用身边资源，创新工作方法，把党史学习教育
贯穿到各项工作中。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为载体，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办，以实际行
动让党史学习教育见实效、暖民心。”新城区委组
织部副部长刘志远说。

“把群众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来办”

■视点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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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满洲里市扎赉诺尔煤业公司灵东煤矿立足实际，坚持开展
各种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以持续激发党员干部爱党爱国热情，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立足岗位，把工作干好，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张燕坤 摄

重温入党誓词

8月12日，武警内蒙古总队医院官兵正在新落成
启用的强军书屋里开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主
题党日活动。据悉，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院通
过打造强军书屋、开展“读书会”等形式，在广大官兵
中不断掀起党史学习热潮。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学史增信

眼下正值过敏性鼻炎高发季节，为进一步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日前，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联合所在社区开展了“除蒿草、
防过敏、办实事、办好事”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机
关党员与青年志愿者集中清理周边小区内的致
敏性蒿草，减少过敏源。 本报记者 李晗 摄

除蒿草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通讯员 刘丹丹

近日，呼伦贝尔海拉尔铁路公安处举办老同
志讲党史暨青年民警座谈交流会，邀请该处86
岁的退休干部张国锋与 30名青年民警代表对
话，赓续精神血脉，铸牢忠诚警魂。

座谈交流中，张国锋结合自己40年的从警经
历，讲述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苦难、成就辉煌的奋
斗历程，带领青年民警感悟百年党史中蕴含的丰
富精神资源，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本职工作结合起
来。“青年民警要真诚地热爱警察这份职业，做初
心不改、信仰坚定的公安人，踏踏实实为群众办
事。我们多一分辛苦，群众就多一分安心。”

老同志饱含深情，娓娓道来；青年民警深有感
触，倍受鼓舞。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阵阵。面对面
的交流，让青年民警深刻了解了老一辈公安人的
奋斗历程，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党性教
育。大家立足工作岗位，畅谈了各自的心得体会，
立志“青春之我”为“青春之国家”不懈奋斗。

邀请退休老同志讲党史、公安史以及革命传
统、优良家风，是海拉尔铁路公安处发挥老同志
独特优势、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有力举措。
为组织离退休老党员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该处利用“呼伦贝尔铁警”微信公众号向全体离
退休老党员发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倡议书》，
号召作为党史见证者、亲历者的广大离退休老党
员，通过线上“老党员党史云学习”和线下“老党
员读史研讨会”结合的方式，主动参加学习教
育。遴选3位政治思想过硬、理论水平深厚、宣
讲能力突出、乐于奉献的老党员与青年民警组建

“红话筒”宣讲团，深入基层所队开展宣讲活动，
宣传党的事业、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公安精神，充
分发挥“传帮带”“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为
党史学习教育助力添彩。

对身体状况较差、行动不便的老党员，该处
安排人员“点对点”主动对接，送学上门，赠送指
定书目，讲解重点内容。截至目前，共帮助14名
离退休党员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极大激发了离退休党员学习党史的热情。

海拉尔铁路公安处持续创新党史学习教育
方式方法，通过专题党课、重点访谈、座谈交流、
心愿征集等形式，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助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让公安战线
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

同心向党 薪火相传

■观潮

■学思践悟

恪守为民初心
◎苏黎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为民情
怀便深融于血脉。从苏区干部“夜打灯
笼访贫农”，到长征红军“自己有一条被
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看似
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赶考”
路上，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优良
作风书写为民答卷，聚焦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身体力行、
埋头苦干、狠抓落实，彰显为群众办实
事、谋福祉的决心和导向。

为群众办实事，要明晰主体、对标
对表。姿态决定状态，各级党组织要
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定目标、定任务、
定时限、定责任，把工作抓细抓实。党
员干部要切实增强担当作为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带着责任、带着
感情参与到“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去。

为群众办实事，要立足于人、聚焦
到事。人民群众是生活的直接感知
者，要用好实地走访、集体座谈、民意
调查等方式，持续深化问计于民、问需
于民、问政于民“三问”活动，把群众反
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发展亟待解决的
痛点难点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
历史遗留问题列进来，做到需求由群
众提出、过程由群众监督、成效由群众
评价。

为群众办实事，要好事办实、实事
办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
大敌、人民的大敌。党员干部要把心思
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
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不折不扣兑现
作出的承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
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分类分
层次实施，努力打造本领域、本行业办
实事特色品牌。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人民更坚
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得来更
强大。问题在哪里，人民群众的期盼就
在哪里，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应当出自哪
里。我们要一件一件抓落实，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治国有常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而利民为本。。开展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的重要内容是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优良作
风风，，践行初心使命的有力举措践行初心使命的有力举措。。自活动开展以来自活动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各地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区各级各地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表
率作用率作用，，立足本职岗位立足本职岗位，，从人民群众的从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急难愁盼””入手入手，，从最突出的难点焦点问题抓起从最突出的难点焦点问题抓起。。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通过““三问三问””活活
动累计收集群众诉求动累计收集群众诉求1313..77万多件万多件，，形成重点民生项目形成重点民生项目66..22万件万件，，已办结已办结33..99万件万件；；设立设立““我帮你我帮你””党员先锋岗党员先锋岗、、志愿服务点志愿服务点44..77万个万个，，机关党员机关党员
干部到嘎查村干部到嘎查村、、社区报到达社区报到达2222..88万人……一系列务实举措万人……一系列务实举措，，切实解决了一批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切实解决了一批影响党群干群关系、、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减分缩水的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减分缩水的
操心事操心事、、烦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揪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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