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丁零零……”9月13日上午，郴州
“12345”市长热线响了。“您好！ 这里是
市长热线，有事请讲！ ”热线工作人员热
情接电话。

“我们村旁有家炼油厂，每天浓烟
滚滚，气味很大，请你们管管。 ”打来电
话的是苏仙区五里牌镇肖家村村民。 工
作人员边听边记。 很快，信息传到区环
保部门，经查实，炼油厂属非法企业，被
勒令关停。

今年1至8月，郴州市长热线共接听
市民来电62080个， 登记受理市民诉求
12975件，目前已全部办结，群众满意率
达96%。

“有一流平台，
还要有一流队伍”

电话一端连政府，另一端连着普通
百姓。 2001年10月，为创新信访工作机
制，郴州市在全省率先开通“12345”市
长热线，成为又一条民意绿色通道。

为确保通道畅通，郴州不断加大投
入，打造一流工作平台，形成了一套科
学的管理体系。 去年5月投入160万元，
对市长热线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同时，
将系统联到手机上， 随时随地办公，成
为“24小时不下班的政府”。

郴州还把各县市区政府、市直各部
门、中央和省驻郴单位、提供公共服务
的企事业单位，纳入市长热线平台。 全
市现有二级（市直单位及县市区）网络
单位130家、三级（乡镇、街道）网络单位
1100多家，负责承办市长热线交办的各
类事项，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

“有一流平台，还要有一流队伍。 ”
郴州市长热线在原有5名话务员的基础
上，先后公开招聘10人，增加电话座席，
受话量不断攀升。

各二、三级网络单位也按要求配备
1至2名工作人员，专门从事市长热线及

社会求助服务工作，确保本单位承办事
项高效优质。

郴州历届市长对市长热线寄予厚
望。 现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瞿海说：“通
过市长热线，我们可以倾听广大群众的
呼声，知道他们最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
题。 ”每到下面调研，瞿海都会让市长热
线办将最近一段当地群众反映的问题
进行梳理、分类，调研时一并督促解决。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郴州市长热线开通以来，一直在不

断改进、创新，使这项工作更加科学和
完善。

去年9月， 郴州修订了市长热线工
作规范，对工作流程中每个环节都明确
了工作要求，强调用语文明规范、记录
准确详实、交办快捷无误、办理迅速有
力、反馈及时到位。 并建立了内部管理、

考核、学习、值班等规章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郴州市

长热线办主任刘忠介绍， 他们把电
话记录、整理、上报、交办、反馈、归
档等各环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管
理，依靠制度促进服务质量提升。

从2009年起，郴州还建立了市长、副
市长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接听

“12345” 的工作机制， 每月安排一位市
长、副市长，每周安排一位局长（主任、经
理），接听市长热线，并要求各级各部门负
责人定期在当地接听热线电话。

去年11月8日， 任郴州市副市长不
久的张希慧，来到市长热线受理中心接
听市民来电。 2个小时，共接听受理市民
来电7个， 内容涉及计生、 文化体制改
革、医患关系等。 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她
要求市直有关部门、区县政府尽快调查
核实处理。 市领导和有关负责人亲自接
听电话， 拉近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群
众畅所欲言，政府更真实地了解了社情
民意。

“件件抓好落实，
事事都有回音”

郴州市长热线办主任刘忠上班第
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前一天市长
热线受理情况， 然后录入拟办意见，该
交办的交办， 该呈送市领导的呈送，天
天如此。

其实， 默默忙碌的远不止刘忠一
人。 市长热线办现有工作人员17人，其
中话务员15人，负责电话接听、政策咨
询等；刘忠及其副手李强，则担负整个
热线工作的组织调度、部门协调、现场
督办等。 由于热线电话多，他们常像鞭
打的陀螺转个不停。

今年8月， 郴州市长热线接到群众
来电1.3万次。 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而

“件件抓好落实，事事都有回音”，是市
领导对市长热线工作的要求。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强化交办、督
办。 郴州把市长热线工作纳入年度综合
绩效考评，对未及时办理的单位进行倒
扣分，年底综合评估排名在倒数5%以内
的为不合格， 对连续2年不合格的单位
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

去年，郴州又建立市长热线联席会
议制度，对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问题
进行协调处理，明确责任，杜绝推诿。 去
年11月21日，副市长雷晓达主持召开第
一次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治理河道非法
采砂洗砂问题，对通过市长热线反映的
53件个案逐一明确承办单位责任和办
结时限，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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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亮点

“24小时不下班的政府”
———郴州畅通民意渠道记

白培生 李秉钧

郴州 “12345”市长热线开
通以来 ，以 “倾听群众意见 ，解
决群众困难，维护群众权益”为
宗旨 ，听取民意 ，体察民情 ，关
注民生，服务民众，受到市民好
评。

郴州市长热线为何受到好
评？ 它有什么“特异功能”？ 据了
解 ，仅今年8月 ，郴州市长热线
就接到群众来电1.3万次，“件件
抓好落实， 事事都有回音”，答
复率100%。 尤其可贵的是 ，咨
询、建议类来电做到当天答复，

一般性投诉或求助在3个工作
日内处理完毕， 需要进一步调
查的也都在7个工作日内处理
到位。 说到底，郴州市长热线之
所以受好评， 关键在于他们把
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坚持“群
众诉求无小事”的工作理念，努
力做到群众投诉有结果， 处理
有时限，市民建言有回音，用群
众的话说就是“管用”。

让市长热线保持畅通 、取
得实效， 既体现了政府对民意
的尊重， 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
的重要一环。 郴州的做法，值得
借鉴。

本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减少返工，杜绝遗留，把
解决群众诉求作为改进工作作
风的强大动力。 ”近日，郴州市
长热线办召集“数字城管”责任
单位及市民代表， 召开市长热
线案件专题督办会。 通过“回头
看”，督促改善下一段城市管理
工作。

“‘香雪公馆’开发商违规
将小区内空中花园改建成住
房， 有人在国庆南路延伸段

‘福运新村’ 小区楼下违章建
房……” 会上先对前期未及时
办结的案件等进行通报。

通报结束， 有关部门回复
飞虹路原冶金公司家属区楼顶

违章加层已拆除。 话音刚落，一
位市民抢着发言：“我是这一问
题的反映人， 目前违章建筑并
未拆除。 ”市长热线办主任刘忠
旋即责成市规划局、 苏仙区查
违办尽快督促解决到位， 让市
民满意。

市民与有关部门面对面
“交锋”，督办会气氛严肃。 针对
“裕后街拆迁安置小区‘燕泉
苑’ 售楼部违法建设行为未彻
底查处”的问题，相关部门承诺
立即整改到位。 青年大道一下
水道井盖已缺失5天、国庆南路
南塔美食城烧烤摊占道经营等
案件， 也都设定了最后解决时
限。 市民郭先生表示，这样的督
办会好，效果立竿见影。

■典型

■手记

一个特别的督办会

群众诉求无小事

市民与政府部门面对面“交锋”———

图 为
郴 州 市 长
热 线 办 公
室 话 务 员
正 在 热 情
地 为 市 民
解疑答惑。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