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忻府区通过开展“六个一批”活动，举办五

项专项行动，精心挑选“食材”，准备“菜谱”，烹
制“菜肴”，确保“党味浓”“内容新”“成效足”，大
力推动实践活动走深走实，让惠民实事在各个
领域多点开花。

定襄县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大力推进清洁取暖、忻定大
道、城市供水、“六馆一院”、道路拓宽、现代农业
产业园等重点民生建设项目，极大地改善了群
众居住环境，提高了生活品质，为培养新人、举
办赛事、营造氛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平市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杠杆”，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构建四梁，架设八柱，建设资源型
经济转型综改样板市，建设高品质现代宜居山
水田园城市，取得突破性进展。

代县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需求导向，
实施“察民情访民意了解需求、访代表广征集服
务群众、有需求立即办推动解决”三步走战略，
零距离服务群众办实事，征集意见2140条，梳理
归纳出5大类35条合理化意见，解决涉及农业
农村、自然资源等重复信访积案71件。

繁峙县研究制定一位县处级领导干部招引
一个项目、落地一个项目、化解一个信访积案、
为民办一件实事、包联一个乡村振兴重点村“五
个一”工作机制，谋划为民实事288件，做到党组
织引领，广大党员参与。

河曲县以“1”块阵地、“5”种方式、“10”支党
员志愿服务队的“1510模式”在推动流动党员党
史学习教育中实现学习务工两不误，县四大班
子领导牵头领办41项重点项目，推动解决民生
事项，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宁武县编制下发《宁武县“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台账》，采用“六账工作法”推进“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有序开展，做到了“建
账以情况明，对账以责任清，晒账以民意合，查
账以工作实，销账以成效显，交账以作风硬。”

静乐县组织召开185场（次）恳谈会，邀请村
（居）民代表、服务对象、“两代表一委员”、基层
党委书记等参加，发放征求意见函，全面收集群
众诉求，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共征集民生服务
类问题210个，已解决112个。

偏关县及时出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产业政策30条。投资1.27亿元
建设围封式水库，推动县域水资源集约开发。投
资2亿元开工建设全长6.49公里国道过境公路。
咬定目标，铆足干劲，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一时间，忻州大地到处激荡着民生福祉、群
众关切。

重引领，以上率下推动走深走实

党的百年历史，不仅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
使命的历史，更是一部共产党人的亲民史、爱民
史、为民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忻州市委深刻领会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
决策部署，坚定扛起政治责任，细化思路措施，
以上率下，一贯到底。

“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要
求，加强组织领导，抓住‘关键少数’，坚持分类
指导，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督促指导，营造浓厚
氛围，注重统筹兼顾，高标准严要求扎实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确保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奋
力开创忻州转型出雏型新局面。”2月22日，忻
州市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部署会，市委书记郑连
生作出重要安排。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在深入推进“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积
极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躬身入局，
通过实地走访、集体座谈、民意调查、信访渠道等
方式，问民所需、解民所忧、纾民所困，在密切联
系群众、真情服务群众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8 月 13 日，忻府区豪景佳苑小区的心连心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忻
州市委书记郑连生。

在养老服务中心，郑连生就养老服务机构
的运营情况、养老政策落实情况以及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详细了解后提出要求，要深入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城镇养老幸福工程的决
策部署，深入研究社区养老工作，建立忻州新形
势下社区养老的大逻辑、大格局，切实形成合
力，依靠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不断拓宽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覆盖面。

养老服务是涉及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
程。今年，市委书记郑连生领办了“扎实推进社
区居家养老融合发展”的民生实事以后，已指导
出台了扶持政策措施，制定了新建小区配建社
区居民养老设施实施意见，组织实施了城镇社
区养老幸福工程。

“政府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有了这电
梯谁还羡慕高层住宅了，这就是幸福 。”这是今
年民政小区5号楼住户最大的欣慰，电梯的集中
安装让他们有了从未有过的满足感。

“现代化小区建设项目”实事是市委副书

记、市长朱晓东的领办项目。自忻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忻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攻坚
行动方案（2021—2025年）》以来，全市122个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已全面展开。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率先垂范，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全市的扎实开展形成
了“头雁效应”。各级各部门结合各自实际，全
部制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重点项目
清单和民生问题清单。截至目前，全市总计梳
理群众问题建议900余条，各级各部门查访掌握
群众“急难愁盼”各类事项5000余件，办理完成
2600余件。

重举措，聚焦聚力破解“急难愁盼”

实干是最有力的证明，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市领导的率先垂范，为全市“办实事、抓落

实”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和鲜明导向。各级各部
门坚持开门问策、问需于民，以实干为民之心凝
聚起了推动忻州全方位高质量赶超型跨越式发
展的强大合力。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事关党和国家的兴衰成
败，百姓的民生福祉。

市委政法委6项、市公安局15项、市人民检
察院18项、市中级人民法院40 项、市司法局 25
项……为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
深走实，忻州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办公室会同市政法各单位研究制定了“我为
群众办实事”104 项重点项目。其中涵盖了与
人民群众、企事业单位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
多项业务，不仅传递了为民服务的决心和温
度，也淬炼了政法队伍。

围绕企业痛点，相关部门在实践活动中持
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市财政局严格管
控预算，压减三公经费，以政府的“紧日子”换取
老百姓的“好日子”。市税务局通过举行“我为

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活动，推出包括优惠政策
直达享、便捷办理优体验、分类服务解难题、执
法维权显温度等10大类30项100条措施，不仅
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而且促进征纳关系
更加和谐亲清。市民政局则通过开展“我为企
业减负担”专项行动，为行业协会商会共减免会
费192万余元。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技能是就业的根本。
市人社局积极推进“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
任务，已完成培训13.04万人，新增持证15.75万
人次，全持证后就业10.76万人。

乡村振兴，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市审计局聚焦乡村振兴和民生领域，加
大对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度，组织实施重
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乡村振兴相关
政策和资金审计，促进各项惠民政策有效落

实。市农业农村局列出包括实施梨、杏和辣椒
保险试点工作，推动晋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项
目建设，推动设施农业加快发展，开展“三队包
联”服务，实施农村户厕改造工作以及开展高素
质农民培育6项重点项目清单，助力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文旅融合不仅是发展思路，更是民生项
目。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把群众反映地热水资
源服务我市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重
点项目用地需求等“问题清单”变成部门的“考
核成绩单”，真正让群众心里热起来。

民之所需，力之所至。如今的忻州大地，一
项项为民办实事清单的纷纷落地，一批群众反
映多、意见大的难点问题被及时解决，一堆损害
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得到处理……

重实事，用心用情回应群众关切

“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在“实”，关键在
“办”。忻州市党员干部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
径深入厂矿企业、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广泛听
取基层声音、了解民生需求，切实解决群众生产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五寨县抽调精干力量组建“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工作专班，开展群众座谈、问卷调查等活
动，共征集民情民意280条，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带
头领办重点项目30个，为群众办实事1680余件。

五台县利用“12345”政务热线平台办理群众反
映事项137起，满意率达90%；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涉及6乡镇10个村，项目总投资277.5万
元，较好地解决了人民群众遇到的各种困难。

保德县累计收集“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
目271项，实施民生重点项目工程32项。截至
目前，每一件重点项目都按照进度不断推进，取
得明显成效，约有80%的民生实事已办理完成，
20%的民生实事正在加紧实施。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党工委组织实施人居环
境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征拆迁村庄环境治
理及生态修复、住宅安置区等集中民意、惠及民
生重大民生项目25个，总投资198亿元，以实际
行动诠释发展思想。

“现在为电动车上牌太方便了，这个服务太
贴心了，为他们点赞。”刚在七一路长征街口的
临时上牌服务点为电动自行车上完牌照的赵晓
峰一脸愉悦。

9月以来，忻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为巩固提
升文明城市创建，加强城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在
城区范围内设立了多个便民服务点，为有需要
的市民现场免费上牌，不仅规范了城市交通秩
序，而且方便了市民出行。

神池县东湖乡东湖村82岁李三水的赡养问
题得到检察院的妥善解决后不禁感从心来。“要
是没有检察院的同志们，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
办？”神池县检察院今年收到李三水的赡养问题
反映后，将此事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下基层
大接访大调研解难题清单，并迅速办理了公益
诉讼。检察官们多次往返奔波于老人和子女家
里，释法说理，耐心劝解，最终令李三水的子女
签订了《子女赡养老人协议书》。

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
情。“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服务触角还
在社区得到不断延伸。

“现在办事找社区，出门就是城区，小区里
要啥有啥。”已在怡居苑社区住了两年的陈拴柱
老人谈起现在的生活，一脸喜悦。

忻府区怡居苑社区是忻州市最大的移民搬
迁社区，今年以来紧扣“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要求，通过建平台、促就业、抓融合，不仅探
索出了社区基层治理的新模式，而且走出了忻
府区乡村振兴的新样板。

感到幸福的还有岢岚县阳坪乡养老院的老
人们。每到固定时日，养老院就会迎来一群身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他们不仅把养老院里里外
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还为老人们清洗了床
单、被罩、衣服，让养老院充满了家的味道，散发
出家的温馨。

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芒。养老院志愿者
们的付出是岢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缩
影，更是全市巩固提升创文成果的折射。全市
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包街包巷包小区”责任制
落实暨志愿服务活动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相结合，将文明创建向纵深推进。一条条
整洁的城市街道，一处处美丽的绿地公园，一座
座和谐的居民小区……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
让生活中的幸福味道越来越浓，也为“学史力
行”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兼顾薄弱，统筹推进。市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狠抓农村党员、流动党员、“两
新”党员、青少年党员、离退休党员等群体党史
学习教育，专门出台了具体指导意见，强化督
导检查，跟踪问效，取得明显成效。7月29日，
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山西省基层组
织建设工作情况通报》第12期，专题刊发《忻州
市“三个聚焦”深入推进两新组织“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专门推介市委非公和社会组织
工委创新举措，推动“两新”组织党组织和党员职
工紧扣高质量发展、履行社会责任、凝聚职工群
众、服务生产生活，开展实践活动的典型做法。

不忘来路，始知归处。广泛开展慰问老党
员、英烈后代是党的光荣传统，更是为民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升华之举。今年以来，全市党员干
部已为老党员、英烈后代、困难群众送温暖300
余次，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1400余次。广大党
员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体验了群
众的苦和难，了解了群众的渴与盼，更好地融洽
了干群关系，增进了干群情谊。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今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是忻州市蹚出全面转型忻州之路的重要一
年。忻州市将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持续完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
锲而不舍谋民生之利，真抓实干解民生之忧，以
千钧之力在忻州大地奋力书写民生答卷。

（郝永峰 张先林 刘思源）

定襄县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全体党员深入南王乡湖村帮助残疾人贫困户邢年利采摘辣椒。
毛有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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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18日是全国网络安全宣传周。10月13日是全
国电信日，忻州移动分公司积极响应市网信办要求，组织开展
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央企担当，提高
人民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

活动一：警企合作 反诈骗知识宣传进校园

高校学生群体是电信诈骗高发对象，为提升学生网络安全
意识，10月10日，忻州移动分公司联合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开展
了反诈骗知识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警官为学生们讲解了典型的
反诈骗案例，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忻州移动分公司网格人员现

场让学生们填写反诈骗问卷调查，发放网络安全宣传资料，切
实提高学生们的防骗意识和能力。

活动二：现场宣传 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10月13日，忻州移动分公司组织员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
活动，14个县（市、区）与网信办联合开展网络安全知识宣传。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
询等形式，为来往营业厅的客户耐心宣传网络安全法律法规，
讲解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忻州移动分公司通过公众号、抖音等平台每周发送两期
网络安全知识及反诈骗知识，深入宣传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法

律法规政策；积极推荐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开通高
频防骚扰推广业务，为群众带来丰富的防诈骗知识宣传。

活动三：组织全员参加网络安全知识线上答题

忻州移动分公司各部门精心组织，积极参与山西省网络安
全知识线上有奖答题活动，进一步提升员工的网络安全意识，
营造了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此次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现场服务咨询用户8000人
次，发放宣传资料2.1万份，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2300人，开
通高频防骚扰推广业务500人次。

践行央企担当 助力反诈宣传
——忻州移动分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

勠力书写民生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