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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联系点听民声

■创新在基层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廖佳璐 龚万宇） “我们提的一些意见， 施工
单位能改的就马上改，暂时改不了的就耐心解
释，没有一句怨言，让我们心里暖暖的……”5
月11日,81岁的湖南日报退休员工吴子斌， 给
正在施工的中建五局湖南日报传媒中心项目
写来表扬信， 表扬施工单位的好作风。

作为一家大型国有建筑施工企业， 工程
施工项目是中建五局的工作主题， 建设全周
期涉及业主、 农民工、 周边群众等各个层面。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 中建五局坚持从项目入
手， 确保每一个施工的关键环节都有领导在
现场， 每一个问题第一时间处理， 每一个意
见第一时间回复落实， 用实际行动体现教育
实践活动成效。

湖南日报传媒中心项目位于报社家属院
内， 近千户居民住在离施工基坑不到5米的

小区内， 中建五局从多处入手， 减少噪音、
扬尘、 夜间照明等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项目
部运用高科技手段构建灯光控制系统， 夜间
施工时， 灯光会根据施工面、 夜间亮度来自
动调节灯光； 为减少夜间浇筑混凝土的噪
音， 项目将传统的“地泵” 改为“天泵”， 不
仅降低了噪音、 减轻了工人的劳动量， 还提
高了一倍的生产效率， 但施工成本却增加了
不少。

为确保农民工干得舒心， 中建五局给每
间工人宿舍里都安上了空调， 施工现场设置
了休息区、 凉茶区。 项目部专门制作了“劳
务人员须知” 随身册， 标注进场、 退场、 文
明施工要求等流程， 公司坚持每天一次安全
培训、 每周1至2次集中培训， 提升农民工的
专业知识。 施工1年多来， 项目上没有出现过
一起安全事故。

本报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曹碧波

“小区停车没以前那么乱了， 群众出
行方便多了。” 5月上旬， 郴州市苏仙区苏
仙岭街道苏仙北路社区居民李成平说， 区
委书记彭生智来社区调研时， 居民们向他
反映的停车位不规范、 没有消防设施等问
题， 现在都解决了。

苏仙北路社区是彭生智的联系点。 4
月中旬， 他来社区走访调研， 听取大家对
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和
建议。

在居民李成平家， 彭生智请来一些居
民座谈， 他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大家立刻
打开了话匣子。 “我住的小区没有物业管
理， 去年来发生了几起盗窃案。” 居民许
玲秀说， “小区住的都是工薪族， 搞物业
管理需要花钱， 因此多数人选择‘自我管
理’。 建议加大治安巡逻力度。”

“在治安巡逻上， 你们有什么好建
议？” 彭生智问。 许玲秀提出， 现在白天

巡逻的人员比晚上多， 可调换一下， 加强
晚上巡逻。

“你这个建议好， 我们让治安巡逻队
针对社区具体情况， 设计一个更好、 更合
理的巡逻方案出来， 让大家满意。”

彭生智肯定的回复， 激发了居民们发

言的热情。 60多岁的居民林冬说， 她和丈
夫都是下岗职工， 独生女是二级残疾人，
长年治病买药，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她现
在很担忧， 女儿虽有医疗保险， 但没养老
保险， 将来保障不知在哪里。

听了林冬的话， 彭生智也为他们一家

人担忧， 当即打电话到区残联等部门， 了
解残疾人养老保险情况。 随后， 他对林冬
说： “对残疾人养老保险问题， 我们将尽
快研究具体政策， 让你们安心、 放心。”

有居民反映小区没消防栓， 彭生智又
给消防部门打电话， 要求对各社区进行摸
底调查， 完善设施， 消除安全隐患。

群众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就规范网吧
管理、 加强社区管理、 减少污水排放、 转
变干部作风等，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
议。 彭生智都认真记录下来， 不时插话询
问， 并当场对一些问题作了答复和解释。

彭生智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大
家。 他说： “这次大家提的意见、 建议，
我们回去会尽快进行梳理、 研究， 交给有
关部门处理。 以后有什么事， 可随时打我
电话， 提建议、 讲问题都行。”

“有什么事，随时打我电话”

郴州市苏仙区委书记彭生智 （右一） 与社区居民亲切交谈。 李秉钧 摄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李跃华） 益阳市地税局局长周本
庆近日来到艾华电子和益阳工程公司
调研走访， 了解地税干部执法和服务
情况， 面对面向公司负责人征求意见
和建议。

据了解，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 益阳市地税局在学习教育
的基础上， 敞开大门听取意见， 聚焦
“四风” 找准问题。 通过内外评、 个人
找、 集中议， 认真查找问题。 在内部，
共发放测评表470多份， 开展集中测
评9场， 组织个别谈话155人次， 并对
4个意见征集未达标单位责令返工、
重新测评。 在外部， 召开由党政部门、
“两代表一委员”、 纳税人代表参加的
座谈会27次， 寄送征求意见函1200多

份。 通过内外一起评， 共收到意见建
议305条。 按班子问题和个人问题、
“四风” 问题、 工作问题， 分门别类认
真梳理， 统一反馈。 同时， 针对有的
测评意见比较零散、 抽象、 空泛的问
题， 由联点领导和督导组成员与市局
科长、 县 （市、 区） 局局长面对面谈、
个对个点、 一帮一教。 3月中旬， 集中
2天时间， 召开全市县 （市、 区） 局局
长、 机关科室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民主
评议分析会， 市局领导重点点评， 对
问题深查、 深找、 深挖、 深剖， 使具
有益阳地税行业特征的“四风” 问题
露出病灶、 现出原形。

通过广泛评与集中议， 大家反映
醒了脑、 明了眼、 热了心， 为下一步
积极整改、 建章立制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建五局：整改成效在施工项目上体现 益阳地税：聚焦“四风”找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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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因志愿服务而闪亮
吴俊

5月13日， 湖南省文明办、 省志工办召开
全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专题座谈会。 会议
透露， 目前我省9成城市社区有了志愿者工作
站。 （5月14日 《湖南日报》）

有哲人说，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她
有多少高楼大厦，而是看她拥有志愿者的数量。
据初步统计， 我省每年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超过3万余次， 参与志愿者超过1000万人次，
受惠群众超过1500万人次； 覆盖全省的湖南志
愿服务网，已有540多万志愿者登记注册，占到
全省人口比例的7.7%。一串串数据表明，志愿服
务的星星之火，正在湖南这块热土点燃。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既
传承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 扶贫济困的传统美
德，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力量， 它流淌着爱和
道德的血液，让城市愈加文明，更有温度。

汇聚文明点滴之水， 展示大爱湖南形象。
湖湘大地到处涌现的志愿精神， 构成着这块土
地的一道亮丽风景———当洪涝等灾害来临时，
无数青年志愿者和解放军战士 、 消防官兵一
道， 为老百姓筑起一道冲不垮的 “堤坝”； 当
看到家乡偏远山区环境艰苦， 一些农民子女上
学难、 看病难， 一大批优秀毕业生主动放弃城
市优越环境， 志愿投身家乡， 支教支医； 还有
城市里， 无数的环保志愿者、 交通志愿者， 用
自己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诠释着时代的主
流价值。

当前， 湖南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
期， 用志愿服务精神发动群众参与社会生活、
服务社会发展， 对于营造良好氛围、 鼓舞人心
士气意义重大。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 难在一辈子坚
持下去。”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是发展志愿服
务事业的根本之策。 志愿者是一个成熟社会的
努力方向， 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期待湖
南提供更多的志愿者行动渠道， 拓宽志愿服务
形式， 丰富志愿服务内容， 让城市因志愿服务
而愈加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