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国庆长假过后，岳麓区西大门社区万宝山小
区居民惊喜地发现，小区不仅更换了新护栏，曾经坑
坑洼洼的路面也修平整了，而在居民家中，排水更是
比以前顺畅。

万宝山小区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老旧小区，小区内
不少护坡、 护栏由于日晒雨淋， 出现不同程度的朽
坏，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加上排水管道堵塞、雨水倒
灌、树木枝叶缠绕电线等问题突出，居民生活一度受
到影响。

早前，西大门社区已对开裂的护坡进行了初步修
整加固，但由于工程量大、维修难度大、资金缺口大，
想要全面修整，社区也束手无策。

“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 但为了免除老百姓的后
顾之忧，必须尽快解决。 ”主题教育开展后，三级网格
长、 西大门社区书记陈建刚联系万宝山小区的二级
网格长、 长沙市岳麓区麓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曼，向她反映困难。

听闻万宝山的安全问题后，李曼十分上心，不仅
积极筹措资金， 还多次到社区就维修整改问题进行
商讨，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

眼看着，施工队来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万宝
山小区先后维修护坡 2 处、 更换下水管管道 150 余
米、更换护栏 100余米、新增及维修流泥井 6 个、维修
塌陷路面 30平方米，小区焕然一新。

像陈建刚、李曼这样的网格长，在岳麓区有很多。
岳麓区主城区面积大，新开发地区多，容易积累

民生诉求和矛盾隐患。 近年来，全区深入推进网格化
管理，以社区、小区和楼宇为单位，划分出一级网格
164 个、二级网格 499 个、三级网格 1181 个，每个网
格都有“网格长”。

“通过建立三级网格体系，织密服务网络，我们把
人员力量下沉到最基层， 把老百姓的操心事、 烦心
事，消解在源头。 ”岳麓区网格办主任黄颖表示，随着
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各级网格长思想经受洗礼，为民
服务的意识更强了。

在莲花镇桐木村，村党总支立足实际，创新方法，
主动设立第四级网格，将全村 23个村民小组，按 6名
村干部划分 6个网格片区，平均每人负责 7至 8 个村
民小组。 基层网格长管理范围缩小，由“坐班制”改
“值班制”，干部坐班时间得到解放，更多时间在入组
入户……

目前，桐木村党总支解决桐木河文革桥至南洲湖
石坝河堤塌方和淤泥堵塞、 村民小组垃圾处理不规
范等问题 20余个，受到村民连连点赞。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岳麓区坚持把“当下改”和
“长久立”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刀刃向内，查
找自身短板，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检视自
身问题，看着问题变，干事作风发生可喜变化。

9 月至今，岳麓区委主题教育办对市民服务热线
工单进行全面梳理，对老百姓重复反映未解决、不满
意的工单进行集中交办、督办、限期整改，督促全区
党员干部围绕群众身边的“小事琐事”，一项项进行
整改，确保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叫板问题解民忧
———长沙市岳麓区主题教育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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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旋

一件事关民生福祉的难题，就是一

道测试初心使命的考题。

11 月 14 日，长沙市“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典型巡回报告会

岳麓区专场举行，橘子洲街道学堂坡社

区书记余海艳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自

己扎根基层 20 年、 为群众排忧解难的

初心故事。

向典型学、现场感悟学、集中研讨

学……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岳麓区围绕“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将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四项重点措施有机融合、贯穿始终。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牢记初心

和使命，必须坚持一心为民。 ”对照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岳麓区以整改

抓落实，聚力解决出行、上学、住房等民

生领域突出问题，让老百姓远离生活中

的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使主题教育

成效体现在人民群众得实惠上。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家住岳麓
区雨敞坪镇惊袁线沿线的老百姓曾被
“行路难”长期困扰。“我们这条路坑坑洼
洼，路况不好，出行十分不方便。 ”在惊袁
线附近生活了 60 多年，村民老李一直都
希望政府能早点修好这条路。

岳麓区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1542 公
里，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公路。 然而，由于
后期养护难度大， 有些农村公路一直处
于破损状态。 发现问题后，岳麓区交通运
输局主动作为，将惊袁线、雨九线这两条
雨敞坪镇的主干道纳入今年农村公路提
质改造范围， 并派出工作人员蹲守施工
现场。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 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岳麓区
交通运输局一线工作人员在现场加班加

点，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督促加快施
工进度，终于，崭新的公路呈现在群众眼
前。

9 月底，长 10.7 公里的惊袁线、雨九
线提质改造工程全面完工， 两条公路途
经 6个村，惠及约 2.6万名村民。现在，走
在干净整洁的沥青道路上， 老李喜笑颜
开：“马路估计有 6 米宽， 两辆车并排走
都没有问题！ ”

一直以来， 岳麓区重视倾听群众呼
声，尤其在主题教育中，把调查研究贯穿
始终，各单位、各部门聚焦群众揪心的急
事、难事、堵心事，下沉到基层一线，了解
实情，帮难解困。

在含浦街道含泰社区， 由于地处偏
远，加上管网建设配套不足，生活用水的
问题困扰居民长达 6年之久。 经过走访，

街道工作人员收集到群众诉求后， 抢抓
学士路南延线拉通的机会， 第一时间对
接相关部门。

前不久， 新修建的学士路南延线上
铺设了自来水管， 将含浦街道自来水管
网与学士街道自来水管网成功相连接。
自来水输送距离缩短了，水压大大增强，
干净清澈的自来水接通到含泰社区家家
户户，受到群众叫好点赞。

“真是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生活
方便很多！ ”接通当天，打开水龙头，看着
“哗哗哗”的自来水直流，含泰社区居民
张炳华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民生问题向来无小事， 主题教育开
展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能解决多少问题， 尤其是能不能解决好
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 对此，岳
麓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率先垂范，保持
正视问题的高度自觉。

9 月 25 日， 岳麓区委书记周志凯主
持召开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 敞开门与园区负
责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
党组织书记、民营企业家等 10 人面对面
交流。

当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代表发表各
自意见和建议时， 周志凯一边听、 一边
记， 不时与大家对话互动。 座谈会一结
束， 他立即要求相关部门对问题进行梳
理、归纳，限时拿出问题整改清单，以回
应群众强烈关切。

不止召开座谈会，设置意见箱、下基
层走访……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岳麓区
“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带头，重点围绕
“为百姓解难题” 主题展开调查研究，采
取“四不两直”方式，轻车简从摸情况、找
问题；同时，各级各部门广开言路征求意
见，截至目前，全区 82 个参学单位领导
班子检视问题 577条。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发现问题是为
了解决问题， 而解决问题是最有现实意
义的教育。

当下，孩子去哪上学、在哪读书是广
大家长普遍忧虑的一大烦心事。 从幼儿
园阶段起，好的公立幼儿园入园难，好的
民办幼儿园入园贵，该如何选择？

面对家长们纷纷反馈， 岳麓区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
机， 边学边查边改， 围绕教育补短板问
题，落实小区配套幼儿园的移交及办园。

今年 9 月， 岳麓区卓越蔚蓝海岸小
区金色梯田卓越幼儿园开学，共迎接 200
多个孩子入园。 作为普惠园首次开学，该
幼儿园学位从原先 300个增加至 380个，
学费却由原来的 3080元降低至 1680元，
减费近一半。

这让不少家长感到惊讶。“孩子入学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看才知道，学校的伙

食、课程质量依旧有保障。 ”家长陈万丹
真切感受到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成普惠
园的福利。

岳麓区是传统的文化大区，也是科教
大区，为确保孩子在家门口享受普惠性、
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区教育局从 2013 年
起大力落实开发楼盘小区配套幼儿园的
移交及办园工作，移交过程中，坚持联动
部门并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

“移交时间最长的谈了半年多， 也会
有开发商不配合的情况； 有时检查中还
发现‘一园两制’的情况，新生按普惠园
收费但老生照旧收费……” 岳麓区教育
局工作人员刘欣表示，遇到这些情况，只
能不断宣讲政策，做各方的思想工作。

目前，岳麓区共签订小区配套幼儿园
移交协议 114份，已移交办园 86所。今年
底，已移交的幼儿园全面实现开园后，将

为全区提供 24420个学前教育学位，进一
步有效缓解“上学难”问题。

有学上之后，如何上好学？在不少“野
蛮生长”的校外培训机构，不仅留有消防、
食品等安全隐患， 教学质量也良莠不齐，
家长反映强烈，孩子学得并不放心。

作为校外培训机构的重区，主题教育
期间，岳麓区按照“规范一批、取缔一批、
整改一批”的工作原则，对校外培训机构
有序展开了全方位的清理与整治。

没有嘉宾，没有仪式，日前，位于银盆
南路长平大厦临街入口处，“湖南百纳舞
蹈艺术教育”的匾牌悄然换下，换上的是
“长沙市岳麓区百纳星辉艺术培训学校”。

“变脸”之后，该培训学校校长唐力却
如释重负。“老牌子取下，悬了好几年的心
也放下了，毕竟那是无证办学。 现在换上
新牌子，亮出的是底气，因为通过规范，我
们拿到了办学许可证。 ”

眼下，岳麓区校外培训机构清理整治
行动仍在持续推进，85 所培训机构已整
治达标，拿到办学许可证；33 所培训机构
教学点整改达标后通过备案方式纳入规
范管理，171所“下课”关停。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岳麓区整合麓山景区红色资源和景点，打造党员群众身边的“红色
移动党课”，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推行网格化工作中，岳麓区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走访，倾听群众
呼声，为群众解决揪心事、烦心事和操心事。

岳麓区大力开展秋季校园及周边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让学生吃得安全、放心。 图为
博才寄宿小学内，厨师与孩子共同用餐。

岳麓区教育局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故事分享会，强化教育战线对“初心”
“使命”的感悟。

不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立行立改，岳
麓区还积极开展健康义诊等志愿服务活动，让
群众切实感受主题教育带来的温暖和实惠。

■ 郑 旋

随手点开手机里的一个微信群，@ 接连不断，
“请查收”“请回复”之类的信息应接不暇，这是不少
基层干部的共同感受。

2019 年是“基层减负年”，也是全党上下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之年。当前，
岳麓区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与主题教育
结合起来，通过开展网络减负的契机，大力推动工
作群从量的精减到质的优化，狠刹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之风。

实行工作群管理制度，无关消息少了

“每天看消息都忙不过来，一天到晚手机提醒
就没停过。 ”赵双林是岳麓区望岳街道恒华社区居
委会主任，过去，他加入的工作群从区到街道再到
社区，一共有 18个。

现如今，他的手机里只有 3 个工作群，区直部
门对社区直接调度的群没有了，街道对社区直接调
度的群也大大减少，这让他备感轻松。

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印发后，全国多地
不约而同地将减负任务瞄向工作群，开启专项整治
行动。

长沙也不例外。 5月，按照长沙市委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开展为基层干部“网络减负”工作的通知》，
岳麓区迅速开展第一轮工作群清理整治工作，合并、
解散工作群 836个，保留工作群 1511个。

在充分调研的前提下，9 月、10 月， 岳麓区再
次开展第二、第三轮工作群清理整治工作，合并、解
散工作群 1170 个，保留工作群 614 个。 三轮清理
整治过后，全区工作群数量压缩了 59%。

一味缩减工作群数量， 是否真的能为基层干部
减负呢？ 经过调研，岳麓区委网信办发现，除数量过
多外，工作群内容发布随意也给基层造成一定负担。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岳麓区实行工作群“双管
三不准三严禁”管理制度，实行单位动态备案管理
负责制和群主负责制，不准在工作时间外安排工作
任务、 不准在职权范围外越级直接向基层摊派任
务、不准以“发布”等同“落实”，严禁痕迹主义、严禁
上传涉密信息和内部文件、严禁群内发布与工作无
关的信息。

按照管理制度， 所有信息发布规整到一条线，
同一条业务线只有一个工作群，基层工作人员守好
自己所在的一个群即可。

以前，每天花大量时间阅读群消息，消息内容
可能与本职工作无关。现在，工作群管理规范，群里
基本都是有效消息，工作安排一目了然。 咸嘉湖街
道荷叶塘社区工作人员说：“不再‘爬楼’看消息，也
不怕漏看消息，这才真的轻松。 ”

变工作群为服务群，实干时间多了

工作群是观察基层形式主义的一个微观切口。
如果说“群”多有可能是上级带给基层的负担，那么
“留痕群”“拍马群”的出现，则是基层干部自身形式
主义的体现。

“不知什么时候起，工作群由单纯的发布工作、
会议通知，变成了晒成绩、拍马屁的地方。 ”对于这
样的想法，不少基层工作人员直言不讳。

根本原因出在哪儿？岳麓区委网信办主任朱珠
认为：“在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观念作祟。 ”

近段时间来，岳麓区集中加强思想引导，将工
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转变为主动服务的
态度，将联系企业、群众的群定义为“服务群”，敦促
各单位、各部门转变工作观念，调整工作方法。

在区直部门中，岳麓区人社局、工信局、商务
局、卫健局除业务系统工作群外，也有诸多面向企
业、机构、群众的服务群。“工作群”变成“服务群”，
工作人员不再是“指令式”布置工作任务，而是耐心
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等服务。

“观念转变后，发现工作群不再是负担，而是有
效的沟通工具。 ”当前，桔子洲街道学堂坡社区每一
名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小区业主群等居民圈群，这样
的群不是工作交流群，而是“服务群”、“连心群”。

每天， 社区工作人员在群里与业主直接交流，
有效、快捷地获取一手信息。小区路面破了、家中水
管堵了……不管居民有何诉求，社区工作人员都能
在第一时间做好服务、解决问题，效率更高。学堂坡
社区居委会主任苏艳云说：“少了工作群，变成服务
群，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下沉群众中，服务好
基层‘最后一公里’。 ”

据悉，接下来，岳麓区还将在优化落实工作群
管理制度上下功夫，确保整治不反弹、减负有成果，
松绑有实效。

岳麓区“四
大家”领导班子
赴新民学会旧
址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

———岳麓区专项整治强实效

解决让群众揪心的急事难事奔着问题去：

办好让群众烦心的大事要事盯着问题改：

做好让群众操心的小事琐事

看着问题变：

(本版图片由岳麓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