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部下去了，问题解决了，百姓高兴了，干群融洽了。 雨花区，一
幅美妙的民生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高兴，令人欣喜。 这个美妙
画卷形成的动力来自哪里？ 关键在于建立了一个新机制！

众所周知，群众工作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干部下不去。 有时
是人下去了，心下不去。 走马观花，浮光掠影。 调查看材料，解决问题
走过场。 群众见不到人，更不用说了解实情、解决困难了。 雨花区“民
意快线”工程，以民情调查结果为向导，以群众评价为尺度，以严格督
查为推力，实打实“倒逼”干部下得去，待得住，问题解决得好。

有道是：机制是动力。 凡事都要建立一套好的机制，群众工作同
样需要好机制的建立。 人都是有懒惰和依赖心理的， 缺乏强有力的
推力，没有科学的监督，人难免“偷懒”，难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
况如此难度大的群众工作呢？ 在这点上，雨花区的新探索，抓到了点
子上，具有很强的推广和借鉴意义。

“4 月 27 日陈长志，与她一起巡视
社区，听取心声。 5 月 27 日刘晓峰，陪
她制作手工花，为她买菜。 6 月 29 日，
易珍秀，帮她买药……”这是雨花区东
塘街道枫树山社区民情记录本上众多
关怀记录之一。

原本，该社区内有一个李奶奶，今年
60多了，女儿生病，儿子不在身边，平时
没有人照顾她，生活过得很贫困。社区安
排了多个党员帮扶她。 通过这种“多对
一”的帮扶形式，李奶奶朋友多了，性格
也开朗了， 过去她经常郁闷地待在家里
不出门，现在脸上总有一抹微笑。

枫树山社区“多对一”服务，是全区
24个群众工作示范点社区， 创新形式，
创新内容，为群众服务的典型之一。

在实施“民意快线”工程的过程中，
各社区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形
式，创新内容。让快速为民的新风，吹拂
了雨花大地的每个角落。

东塘街道牛婆塘社区践行“民意快
线” 从爱心文化和弘扬爱心善举做起，
通过打造 3 个以“和为贵”为主题的社
区文化休闲亭，让居民在欣赏传统文化
的同时，感受文明新风。

笔者发现，在社区角落深处藏有一
家神秘小店， 店名叫“非常帮助公益
店”，店内到处都堆满了物资，这些物资
主要来源于居民捐赠、社会爱心力量捐
赠以及社区自购。 牛婆塘社区主任王
晓说，这是社区的爱心公益店，店里的
物资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公益店每月
向空巢老人、失独家庭、特困老人、留守
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发放面值 30 元、
50 元、100 元不等的 VIP 卡 15 张，持

卡人可凭卡在店内消费。居民通过捐赠
物品、参加志愿活动，也可以获得绿币。
凭绿币可以在公益店内买自己需要的
东西。

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窑岭社区为了
践行“民意快线”工程，率先提出“办公
最小化，服务最大化”理念， 将原先很
多办公室取消， 改造成为民服务的机
构。 还对整个办公室进行了重新装修，
走廊上安装了多个民意快线宣传灯箱，
墙面进行了重新粉刷。

通过改造后， 窑岭社区新建了蒲公
英成长教育基地， 基地内被布置成一间
小教室， 既有圆形讨论桌， 也有普通课
桌，让社区的孩子放学后来这边做作业，
交朋友，课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社区内还有一间“兵哥五彩助残工
作室”，“五彩” 寓意着对社区残疾人群
进行包括听力保健、 盲人定向行走、婚
姻家庭、心理咨询等服务。走进工作室，
一本盲文版社区服务指南吸引了笔者
的目光， 这个可是窑岭社区的首创，小
小的创新体现出社区对弱势群体的关
心，体现出社区为民办事的精细化。

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区委
统战部部长冯聪龙说，近年来，雨花区
启动社区减负增效改革，社区原先承担
的 558 项事项大幅度精简为 147 项，
让社区职责回归本位，有更多的时间去
服务居民。 各个社区用行动践行“民意
快线”， 党员干部将百姓的事当成自己
的家务事，快速处理，快速上报，快速解
决。“今后我们还会针对问题对群众一
一进行回访， 让老百姓更加有获得感，
过得幸福快乐。 ”

亲民劲风拂南城
———雨花区“民意快线”工程创新群众工作纪实之一

毛敏轩 刘昌军 熊灿 周红

11 月 13 日下午四点半，雨花区井旺社区，“四
点半课堂”开讲。社区 20 多个孩子聚精会神地听老
师讲防震减灾知识， 师生一起进行各种防灾演练，
快乐而又充实。

什么是“四点半课堂”？ 井旺社区的五矿万境水
岸是新开发的大型楼盘，属于学区房，住户多为父
母加小孩的三口之家，很多家长都在担心孩子下午
放学后去哪儿？ 面对难题，社区群众工作站通过问
卷和微信平台和居民沟通交流，在反复论证的基础
上，社区想居民之所想，在一家爱心企业的支持下，
开设起“四点半课堂”。

笔者在现场看到，“四点半课堂” 干净整洁，装
修时尚简约，每个设计都彰显风格，完全不是传统
教室的模样， 仿佛走进一间文艺味十足的咖啡吧，
只想马上放空心灵，安静地坐在角落休息一会。 这
里不仅有教室，舞蹈室、音乐室、阅读室、自习室等
活动场所一应俱全，成为了社区孩子们放学后的主
题乐园。

社区主任许各利动情地说，“四点半课堂”是雨
花区委、区政府实施“民意快线”工程，给社区孩子
们送来的民生“红利”。

自从“民意快线”工程推行以来，从社区养老中
心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建筑工地到农民保障房
小区，从学校到公园，在和谐雨花的每个
角落，总能看到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在践行“三严三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过程中，雨花区从今年 4 月起，以敢
为人先的精神，积极作为，创新开展“民意快线”
工程，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区委书记邱继兴解释道，“民意快线” 这四
个字不能拆开， 简单理解就是民意的快速传达
和解决。 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要求干部真正沉
下去。

干部“沉”下去，双脚才不会“踩空”，头脑才
不会“发空”，问题才不会“抓空”。 干部下去，不
是简单地送爱心送温暖， 而是让党员干部掌握
第一手资料，把群众诉求收集上来。

“民意快线”工程要求全区所有县级领导，
联街道（镇）、联项目、联学校、联社区，机关党支
部联基层党支部， 要求党员干部每月下基层至
少 10 次，并记录民情日记，纳入年终绩效考核。

“民意快线”4 月份刚推行的时候，区群工办
去检查干部到基层工作情况， 发现 50%的干部
没有到岗。 群工办马上以区委名义发文，将一份
份红头文件直接传递到各单位“一把手”手中，
对缺位干部进行严厉问责。

自从这次问责后，从 5 月开始，每个月的联
点日很少有干部请假或缺席， 他们开始主动作
为，通过和百姓聊家常了解群众诉求。

今年 7 月初， 居住在黎郡小区康景园的居
民反映：小区道路路沿石毁损严重，紧挨路沿石
的地砖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 已经有很长时
间了，希望相关部门关注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
修复受损的路沿石。

作为联点黎郡社区的雨花区市政局在社情
民意调查中，深入社区，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
向社区群众承诺， 将小区道路路沿石毁损严重

的问题列为群众办实事的事项之一。
在雨花区市政局维护施工组专业人员对小

区进行现场勘察后， 完成了黎郡小区道路路沿
石多处毁损地段的修复和整改， 对小区南侧及
北门人行道破损的侧石、平石进行了修复，对人
行道坑洞部分进行修整， 原来凹凸不平的人行
道变成了平坦通畅的路面。 同时，还完成了黎郡
小区绿化带补栽、 补种的问题， 方便了居民出
行，美化了小区环境。

雨花区市政局局长易光明说：“自‘民意快
线’工作开展以来，局内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了将
群众工作放在首位， 处理了很多类似黎郡社区
这样的民生问题。 下阶段，我们将进一步提高工
作效率， 争取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民生
问题。 ”

“民意快线”工程实施以来，全区 68 名县级
领导、71 个区直部门分别与 13 个街道（镇）、
162 个社区进行联点，2280 名党员一对一联系
帮扶困难群众， 让干群从“油水关系” 变成了
“鱼水关系”，关系近了，工作自然也好开展了。

传统的联系服务群众， 干部联系群众的真
实性无法督查和证实， 干部自说自唱、 自我评
价，群众无法参与、监督和评判。

雨花区在推行“民意快线”工程中，狠抓改
革的效果评估，借鉴“淘宝”式管理，引入受众评
估机制，干部一旦出现工作大意，就要接受群众
的“差评”。

在评价细节上， 区内将群众工作在绩效考
核中比分从过去 1 分提高到 5 分， 等同于重点
工程的考核分值，真正形成了“既要过组织关，
也要过群众关”的鲜明导向，群众的评价直接与
干部的年底奖金挂钩。

据介绍， 该区将成立多个督查组和聘请群
众工作“特约督办员”，采取明察和暗访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督查，重点关注联点的领导、干部、
区直部门为群众办事情况， 群众打分评价占干
部绩效考核的 60%以上。

群众工作开展效果如何？雨花区已经成立 9
个督查组，为了避免做假做秀，区内实行部门交
叉督查机制，一旦发现有问题没有落实，联点干
部就会被取消年底评优评先的资格。

据悉，通过新的监督机制，雨花区各部门工作
情况发生了变化， 过去交办的事项拖了三天还没
开始走程序， 现在每天一大早各部门就开始主动

询问群工办是否有交办事项， 把事关老百姓利益
的问题放在首位解决。

区委常委、 区委办公室主任黄文先说，“民
意快线”今后会形成回访制度，要求政府不仅给
群众办事，还要有一套完善的“售后体系”，让老
百姓真正参与到政府工作中来，给政府提意见，
给政府点赞。

在强监督的同时， 雨花区还创新联系和沟
通群众渠道。 在政情传递上，雨花区借助“两网
两报两平台”，全面加强宣传力度；设立“民意快
线”微信公众号，每天发布区内重大新闻，浏览
量达到了 12 万人次。 在联系方式上，干部只要
在雨花区工作，岗位变动联系户也不变，将干部
联系方式制成“干群联系卡”发放给群众。

同时要求干部变“蜻蜓点水”为“串家入户”，
要求对深入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情况，翔实记录并
形成“民情日记”，每周一梳理，每月一汇总。

干部评价从单一重“内部”到注重“外部”强监督

干部走访基层从“被动”变“主动”塑常态
雨花区左家塘街道湖橡社区老年人多，大

多数家庭儿女上班忙， 只能由老人到附近的银
行排队缴费，如果到自来水公司、供电局、天然
气公司缴费， 路途将更远， 老人去缴费极不方
便。

于是， 社区群工站在社区建起了便民服务
大厅，安装了“拉卡拉”，居民可以自行或者在社
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缴纳水、 电甚至手机话费
和信用卡还款服务。

“以前缴水、电、气等这些费用都是拜托邻
居帮忙去交的，到了还要排很长的队，身体根本

吃不消。 现在，社区开设了代收费便民窗口，我
们能够直接到社区缴费。 太好了！ ”家住湖橡社
区 19 栋居民肖阿姨来到社区交天然气费开心
地说。

雨花区区长张能峰说，自“民意快线”工程
开展以来， 像湖橡社区这样为民解难题的实事
不胜枚举。 为了真正了解百姓诉求，快速收集问
题，区里通过“万卷问民心 - 民情大走访”，“五
访五问” 等活动， 让干部带着 3 万份问卷下基
层，真正和老百姓面对面交流，了解最真实的情
况。

很多群众说：“我反映的问题虽然不一定能
马上解决，但通过当面沟通、相互交流，我们的
气更顺了，心更平了，这样的做法叫人贴心，让
人放心。 ”

为快速解决民生问题， 该区在全面开展每
季民意调查的基础上，列出问题清单、时间清单
和责任清单等 3 张清单，召开集中交办调度会，
严格限时解决。 同时规定每个群众工作站年度
至少办理 3 件民生实事， 每个区直部门联点社
区配备 20 万元惠民资金，其中 5 万元作为应急
资金专门由社区群工站自由支配， 并向群众公
示，接受监督。

目前， 全区党员干部累计走访群众 2 万余
户，收集各类群众意见建议 6500 余条，群众诉
求困难 1065 个，494 件民生实事全部向群众承
诺。首批 1045 个民生问题已办结 1033 个，办结
率达到 98%。 第二批 1922 个民生问题，已办结
1884 个，办结率达 98%。 第三批 2123 个民生问
题正在解决中。

干部帮助群众解决了一批就学、 就医、就
业、养老保险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石
马社区 2 万居民反映多年的社区道路硬化、砂
子塘社区 700 多户居民反映 5 年的燃气入户、
茶园坡社区 41 户居民房屋产权分割等一批“老
大难”问题，都“一揽子”得到解决。

很多群众纷纷在“民意快线微信公众平台”
点赞，有的还送来锦旗，居民群众对全区群众工
作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切实提升。

通过开展“民意快线”活动，干部下基层由
被动应付变为主动作为， 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
系。 现在，会说群众话、会办群众事、会做群众工
作的干部越来越多。

社区服务形式更多样、内容愈丰富

富创意

干群关系从“油水”变“鱼水”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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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制带来新风尚
姚学文

长沙市东塘街道牛婆塘
社区， 风雨亭成为社区居民
休憩的温馨港湾。

志愿者
夫妇在 “非
常帮助公益
店” 内制作
自制手工艺
品。

长沙市左家塘街道牛角塘社区，居民为社区事务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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