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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 摆在突出位置， 聚焦用功
学、用情讲、用心传、用力做，确保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

6 月中旬，由铜陵市委宣传部、市文
旅局主办，以“读党史、守初心、担使命 ”
为主题的 2021 年铜陵市全民阅读主题
演讲大赛决赛成功举办。 这场旨在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
人心， 着力引导干部群众把党的历史学
习好、传承好、发扬好的演讲大赛 ，从一
开始就得到了铜陵市社会各界的积极响
应， 收到了报名参赛的音视频作品共计
近 300 件。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有
效的清醒剂、最丰富的营养液，我们要自
觉从党的百年非凡历程中感悟真理的力
量，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经过了 3
轮比赛， 最终在现场决赛环节成功折桂
的参赛选手许珂表示。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铜陵市注重
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该市以“头
雁先飞”带动“群雁齐飞”，市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多次
专题学习会，该市市委书

记、市长采取“现场瞻仰+集中研讨+个人
自学”、重温入党誓词等多种方式 ，将学
习引向深入；该市市属各党委 （党组 ）创
新学习形式，开展专题学习 500 余场次，
形成 “三微助学”“四个课堂” 等特色做
法；采取为老干部老党员送书上门、通过
专业媒体打造传播矩阵以及开展征文 、
演讲、诵读比赛等主题活动，拓展阵地载
体，推动党史学习热起来、活起来。

用心学、用情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全面覆盖。 铜陵市组建党史学习教育市
委宣讲团和市级专家宣讲团开展“1+1”
式的集中宣讲活动，依托“廉润铜都 ”宣
讲团开展“百场宣廉”活动，组建市委党
校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开展党史大讲
堂、党史故事会、党史现场学活动 ，组织
开展“铜陵市社科名家大巡讲 ”活动 ，邀
请“五老”等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 、进
农村、进企业开展宣讲。截至目前，铜陵
开展各类党史宣讲 3000 余场次。 铜陵

还充分挖掘丰富厚重的红色资源 ，
推出党史读本 、影像片 ，规划整

合 1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 “第二

课堂”，让红色资源火起来、红色精神立
起来、红色基因传下来。

“近期，我们开展专项督查 ，及时协
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 ”在铜
陵市四中新校区施工现场，铜官区教育
局局长向满和告诉记者，四中新校区建
设是铜官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重要举措 ， 牵动着周边很多百姓的
心 ，该区将该项目列入区级 “我为群众
办实事 ”重点实事项目 ，确保 7 月份实
现工程竣工、9 月份如期开办。

学党史、 办实事， 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既“走实”又“走心”。 铜陵把 “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有效载体和有力
抓手，市委书记深入基层一线围绕群众
关心问题开展实地督导、市长接听热线
围绕百姓反映事项现场追踪 ，各县区和
部门单位聚焦群众所需精准确定项目
清单，扛起“我来办”的担当、找准“为民
办 ”的落点 、明确 “办得实 ”的路径 、
建立“长效办”的机制，解决“急难
愁盼”问题。

涉企类科技事项“一本

清”是什么？ “高企倍增计划 ”有哪些奖
励补助资助政策？ 享受加大研发投入补
助政策要满足哪些条件？ 在 5 月份举办
的铜陵市 “四送一服 ”全追踪———“局长
送政策 ”节目中 ，该市科技局副局长吕
武走进直播间 ， 为企业送上科技政策
“大礼包”。 这只是铜陵市为推动惠企政
策落地兑现、畅通政策互动交流渠道而
举办的 “四送一服 ”全追踪系列专题节
目中的一场。

聚焦开新局、起好步，铜陵把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与当前各项工作贯通起来 、
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推动重大项目攻
坚年 、规上工业与高新技术企业 “双倍
增”等重要工作。 该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开展的 “六比六争 ”政务服务提升年活
动 ，市民政局 、发改委和市工商联联合
开展的暖企、助力、减负、关爱、赋能 “五
个一 ”行动 ，市市场监管局围绕创优营

商环境等开展的“10+N”专项行动等
都获得了铜陵市企业家、 项目投

资方的高度评价 ，推动了项目
加速落地，助力了企业轻装

上阵、高质量发展。

铜陵：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枞阳县

企业有需要 服务加速度
“当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

系县经开区税务分局，没想到原本
要 10 个工作日完成的事， 第二天
就给办好了。 ”5 月底，位于枞阳县
经开区的光华铝业制造有限公司
300 万元订单急于结账， 原有的十
万元版增值税发票满足不了结账
需求，公司财务人员阮秀萍与税务
分局工作人员联系后，对方当天便
到公司核查 ，第二天就办妥 ，为公
司解了燃眉之急。

无独有偶，位于枞阳县的安徽
友坤玻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
高友同样对枞阳县推动惠企政策
落地兑现赞赏有加。 “通过前期政
策申报审核 ， 我们顺利获得了枞
阳县 ‘双首位 ’企业用电 、物流补
贴政策兑现款， 共计补贴了 10.23
万元 。 ”王高友表示 ，政府部门的
贴心服务对于帮助企业发展 、提

振企业家信心都有积极作用。
党史学习教育中， 枞阳县聚焦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凝
心聚力做实事，暖心服务办好事，用
情用力解难事， 不但推动解决了一
批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在服务企
业、服务发展上同样取得明显成效。

该县经开区帮助企业招聘员
工 、申报资金 ，破解发展难题与困
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推动解决
部分企业施工许可证办理难等问
题 ；县经信局结合 “四送一服 ”，牵
头举办 “四送一服 ”专项行动集中
政策宣讲会， 深入 50 余家企业走
访调研，联合县建设银行组织资金
要素对接会 1 场，现场为 8 户企业
解决资金需求 3600 万元， 收集企
业反映问题 39 个 ，已答复 （解决 ）
企业问题 35 个。

铜陵·不忘初心

铜官区
为民办实事 清单保推进

“教育均衡配置类项目，5 项已
基本完工 4 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项目，4 项均已完成； 老旧小区改
造，16 个项目中 6 项已进场实施、7
项已挂网招标、3 项计划近期挂网
招标……”6 月 9 日，铜陵市铜官区
召开专题调度会 ， 逐个通报该区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进展情况。

为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铜官区广泛征集群众意
见，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
履职清单 ，以清单制推进 、项目化
运作方式，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 该区梳理形成了 91 个“我为
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其中 62 个
区级重点实事、29 个镇办社区重点
实事， 涉及老城区生活环境提升、

农贸市场改造提升等 10 个大项。
为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实施，铜

官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担任第一组
长的区重点实事项目工作领导小
组，由区财政局（民生办）履行牵头
职责开展督导考核； 区直各部门组
织、推动、督促各项工作落实。 该区
还建立专门的协调调度机制， 并采
取专项督导、适时检查、实地查看等
形式督促督办，确保项目进度。

目前，该区 91 个“我为群众办
实事” 重点项目全部启动推进，部
分项目已完工投入运行。 铜官区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人表示 ， 该区将继续扎实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对为民办
实事项目实施跟踪督查 、 及时通
报，务求取得实效。

铜陵市公安局
“开门”听民声 惠民更精准

“交警部门已安排工作人员现
场查看并结合实际数据调研后 ，
对该处的信号灯配时 进 行 了 优
化。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关注
该处路段通行状况 ， 不断改进优
化 。 ”日前 ，铜陵市公安局通过其
微信公众号公布了 “铜陵公安开
门纳谏听民声”第二波、12 个问题
和建议的回复 ， 上述内容是铜陵
公安部门对网友 “建议鹊江路和
铜都大道路口设置两条左转路线
以缓解交通拥堵”反映的回复。

今年 3 月起，铜陵市公安局把
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
合起来 ，深入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开展“专题
座谈会 ”“千家万户访平安 ”“网上
开门纳谏”等活动，“线上+线下”广

开门、听民声，办好为民实事。
铜陵公安机关 “网上开门纳

谏”已累计吸引近 2 万名网友线上
关注和参与；铜陵各级公安机关邀
请辖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群众
代表等走进警营开展专题座谈 165
场次；全警开展“千家万户访平安”
活动，共走访群众 12 万余户、企业
2428 家。 截至 6 月中旬，铜陵公安
部门共征集涉及公安交管、 治安、
刑事打击、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各类
意见建议 1088 条， 已吸纳整改反
馈 1052 条。

5 月份， 铜陵公安还进一步梳
理并推出便民利民惠民 10 项举
措。 这 10 项举措涵盖了打击违法
犯罪 、守护群众 “钱袋子 ”、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 优化公安政务服务、
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率等多个方面。

铜陵市住建局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

记者近日在铜陵市政务服务
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服务窗口
看到，窗口旁张贴了醒目标识：“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诺 ：不说 ‘不
行’！ ”，与之对应的是墙壁上公开
的该局 《“说不 ”提级管理办法 （试
行）》。 “即便服务对象咨询的问题
不是我们业务范围 ， 也不说不知
道，而是告知去哪办、如何办；对不
符合办理条件的，至少提高一个层
级进行请示报告，按规定予以办理
答复。 ”铜陵市住建局行政许可服
务科负责人关家波告诉记者。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铜
陵市住建局制定办法，落实铜陵市
委关于推深做实企业诉求闭环管
理和推行说“不”提级管理的要求，
明确首问负责人在接待企业和群
众时 ，不向服务对象说 “不知道怎
么办 、不清楚在哪办 、不符合办理

条件 、暂时不能办理 、不属于我单
位职责 ”等用语 ，严格执行 “说不 ”
提级管理制度， 并做好跟踪问效，
直至有效推动事项办理完成。 关家
波介绍 ，办法实施后 ，他们收到了
很多办事人员正向反馈。

推行说 “不 ”提级管理 ，以百
姓满意为导向 ， 用实际行动提高
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意度和获得
感。 记者获悉，铜陵市住建局在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
还全面梳理城市管理 、物业服务 、
污水处理等方面存在问题 ， 加快
推进路面维修工程 ， 优化提升物
业管理服务 ，及时响应应急报修 ，
全力化解已征收房屋超期未安置
等问题 ，用不说 “不 ”、干
实事的态度赢得了广大
群众的好评。

枞阳县
企业有需要 服务加速度

“当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
系县经开区税务分局，没想到原本
要 10 个工作日完成的事， 第二天
就给办好了。 ”5 月底，位于枞阳县
经开区的光华铝业制造有限公司
300 万元订单急于结账， 原有的十
万元版增值税发票满足不了结账
需求，公司财务人员阮秀萍与税务
分局工作人员联系后，对方当天便
到公司核查 ，第二天就办妥 ，为公
司解了燃眉之急。

无独有偶，位于枞阳县的安徽
友坤玻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
高友同样对枞阳县推动惠企政策
落地兑现赞赏有加。 “通过前期政
策申报审核 ， 我们顺利获得了枞
阳县 ‘双首位 ’企业用电 、物流补
贴政策兑现款， 共计补贴了 10.23
万元 。 ”王高友表示 ，政府部门的
贴心服务对于帮助企业发展 、提

振企业家信心都有积极作用。
党史学习教育中， 枞阳县聚焦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凝
心聚力做实事，暖心服务办好事，用
情用力解难事， 不但推动解决了一
批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在服务企
业、服务发展上同样取得明显成效。

该县经开区帮助企业招聘员
工 、申报资金 ，破解发展难题与困
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推动解决
部分企业施工许可证办理难等问
题 ；县经信局结合 “四送一服 ”，牵
头举办 “四送一服 ”专项行动集中
政策宣讲会， 深入 50 余家企业走
访调研，联合县建设银行组织资金
要素对接会 1 场，现场为 8 户企业
解决资金需求 3600 万元， 收集企
业反映问题 39 个 ，已答复 （解决 ）
企业问题 35 个。

铜官区
为民办实事 清单保推进

“教育均衡配置类项目，5 项已
基本完工 4 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项目，4 项均已完成； 老旧小区改
造，16 个项目中 6 项已进场实施、7
项已挂网招标、3 项计划近期挂网
招标……”6 月 9 日，铜陵市铜官区
召开专题调度会 ， 逐个通报该区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进展情况。

为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铜官区广泛征集群众意
见，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
履职清单 ，以清单制推进 、项目化
运作方式，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 该区梳理形成了 91 个“我为
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其中 62 个
区级重点实事、29 个镇办社区重点
实事， 涉及老城区生活环境提升、

农贸市场改造提升等 10 个大项。
为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实施，铜

官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担任第一组
长的区重点实事项目工作领导小
组，由区财政局（民生办）履行牵头
职责开展督导考核； 区直各部门组
织、推动、督促各项工作落实。 该区
还建立专门的协调调度机制， 并采
取专项督导、适时检查、实地查看等
形式督促督办，确保项目进度。

目前，该区 91 个“我为群众办
实事” 重点项目全部启动推进，部
分项目已完工投入运行。 铜官区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人表示 ， 该区将继续扎实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对为民办
实事项目实施跟踪督查 、 及时通
报，务求取得实效。

铜陵市公安局
“开门”听民声 惠民更精准

“交警部门已安排工作人员现
场查看并结合实际数据调研后 ，
对该处的信号灯配时 进 行 了 优
化。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关注
该处路段通行状况 ， 不断改进优
化 。 ”日前 ，铜陵市公安局通过其
微信公众号公布了 “铜陵公安开
门纳谏听民声”第二波、12 个问题
和建议的回复 ， 上述内容是铜陵
公安部门对网友 “建议鹊江路和
铜都大道路口设置两条左转路线
以缓解交通拥堵”反映的回复。

今年 3 月起，铜陵市公安局把
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
合起来 ，深入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开展“专题
座谈会 ”“千家万户访平安 ”“网上
开门纳谏”等活动，“线上+线下”广

开门、听民声，办好为民实事。
铜陵公安机关 “网上开门纳

谏”已累计吸引近 2 万名网友线上
关注和参与；铜陵各级公安机关邀
请辖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群众
代表等走进警营开展专题座谈 165
场次；全警开展“千家万户访平安”
活动，共走访群众 12 万余户、企业
2428 家。 截至 6 月中旬，铜陵公安
部门共征集涉及公安交管、 治安、
刑事打击、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各类
意见建议 1088 条， 已吸纳整改反
馈 1052 条。

5 月份， 铜陵公安还进一步梳
理并推出便民利民惠民 10 项举
措。 这 10 项举措涵盖了打击违法
犯罪 、守护群众 “钱袋子 ”、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 优化公安政务服务、
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率等多个方面。

铜陵市住建局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

记者近日在铜陵市政务服务
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服务窗口
看到，窗口旁张贴了醒目标识：“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诺 ：不说 ‘不
行’！ ”，与之对应的是墙壁上公开
的该局 《“说不 ”提级管理办法 （试
行）》。 “即便服务对象咨询的问题
不是我们业务范围 ， 也不说不知
道，而是告知去哪办、如何办；对不
符合办理条件的，至少提高一个层
级进行请示报告，按规定予以办理
答复。 ”铜陵市住建局行政许可服
务科负责人关家波告诉记者。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铜
陵市住建局制定办法，落实铜陵市
委关于推深做实企业诉求闭环管
理和推行说“不”提级管理的要求，
明确首问负责人在接待企业和群
众时 ，不向服务对象说 “不知道怎
么办 、不清楚在哪办 、不符合办理

条件 、暂时不能办理 、不属于我单
位职责 ”等用语 ，严格执行 “说不 ”
提级管理制度， 并做好跟踪问效，
直至有效推动事项办理完成。 关家
波介绍 ，办法实施后 ，他们收到了
很多办事人员正向反馈。

推行说 “不 ”提级管理 ，以百
姓满意为导向 ， 用实际行动提高
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意度和获得
感。 记者获悉，铜陵市住建局在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
还全面梳理城市管理 、物业服务 、
污水处理等方面存在问题 ， 加快
推进路面维修工程 ， 优化提升物
业管理服务 ，及时响应应急报修 ，
全力化解已征收房屋超期未安置
等问题 ，用不说 “不 ”、干
实事的态度赢得了广大
群众的好评。

枞阳县
企业有需要 服务加速度

“当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
系县经开区税务分局，没想到原本
要 10 个工作日完成的事， 第二天
就给办好了。 ”5 月底，位于枞阳县
经开区的光华铝业制造有限公司
300 万元订单急于结账， 原有的十
万元版增值税发票满足不了结账
需求，公司财务人员阮秀萍与税务
分局工作人员联系后，对方当天便
到公司核查 ，第二天就办妥 ，为公
司解了燃眉之急。

无独有偶，位于枞阳县的安徽
友坤玻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
高友同样对枞阳县推动惠企政策
落地兑现赞赏有加。 “通过前期政
策申报审核 ， 我们顺利获得了枞
阳县 ‘双首位 ’企业用电 、物流补
贴政策兑现款， 共计补贴了 10.23
万元 。 ”王高友表示 ，政府部门的
贴心服务对于帮助企业发展 、提

振企业家信心都有积极作用。
党史学习教育中， 枞阳县聚焦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凝
心聚力做实事，暖心服务办好事，用
情用力解难事， 不但推动解决了一
批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在服务企
业、服务发展上同样取得明显成效。

该县经开区帮助企业招聘员
工 、申报资金 ，破解发展难题与困
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推动解决
部分企业施工许可证办理难等问
题 ；县经信局结合 “四送一服 ”，牵
头举办 “四送一服 ”专项行动集中
政策宣讲会， 深入 50 余家企业走
访调研，联合县建设银行组织资金
要素对接会 1 场，现场为 8 户企业
解决资金需求 3600 万元， 收集企
业反映问题 39 个 ，已答复 （解决 ）
企业问题 35 个。

铜官区
为民办实事 清单保推进

“教育均衡配置类项目，5 项已
基本完工 4 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项目，4 项均已完成； 老旧小区改
造，16 个项目中 6 项已进场实施、7
项已挂网招标、3 项计划近期挂网
招标……”6 月 9 日，铜陵市铜官区
召开专题调度会 ， 逐个通报该区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进展情况。

为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铜官区广泛征集群众意
见，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
履职清单 ，以清单制推进 、项目化
运作方式，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 该区梳理形成了 91 个“我为
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其中 62 个
区级重点实事、29 个镇办社区重点
实事， 涉及老城区生活环境提升、

农贸市场改造提升等 10 个大项。
为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实施，铜

官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担任第一组
长的区重点实事项目工作领导小
组，由区财政局（民生办）履行牵头
职责开展督导考核； 区直各部门组
织、推动、督促各项工作落实。 该区
还建立专门的协调调度机制， 并采
取专项督导、适时检查、实地查看等
形式督促督办，确保项目进度。

目前，该区 91 个“我为群众办
实事” 重点项目全部启动推进，部
分项目已完工投入运行。 铜官区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人表示 ， 该区将继续扎实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对为民办
实事项目实施跟踪督查 、 及时通
报，务求取得实效。

铜陵市公安局
“开门”听民声 惠民更精准

“交警部门已安排工作人员现
场查看并结合实际数据调研后 ，
对该处的信号灯配时 进 行 了 优
化。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关注
该处路段通行状况 ， 不断改进优
化 。 ”日前 ，铜陵市公安局通过其
微信公众号公布了 “铜陵公安开
门纳谏听民声”第二波、12 个问题
和建议的回复 ， 上述内容是铜陵
公安部门对网友 “建议鹊江路和
铜都大道路口设置两条左转路线
以缓解交通拥堵”反映的回复。

今年 3 月起，铜陵市公安局把
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
合起来 ，深入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开展“专题
座谈会 ”“千家万户访平安 ”“网上
开门纳谏”等活动，“线上+线下”广

开门、听民声，办好为民实事。
铜陵公安机关 “网上开门纳

谏”已累计吸引近 2 万名网友线上
关注和参与；铜陵各级公安机关邀
请辖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群众
代表等走进警营开展专题座谈 165
场次；全警开展“千家万户访平安”
活动，共走访群众 12 万余户、企业
2428 家。 截至 6 月中旬，铜陵公安
部门共征集涉及公安交管、 治安、
刑事打击、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各类
意见建议 1088 条， 已吸纳整改反
馈 1052 条。

5 月份， 铜陵公安还进一步梳
理并推出便民利民惠民 10 项举
措。 这 10 项举措涵盖了打击违法
犯罪 、守护群众 “钱袋子 ”、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 优化公安政务服务、
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率等多个方面。

铜陵市住建局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

记者近日在铜陵市政务服务
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服务窗口
看到，窗口旁张贴了醒目标识：“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诺 ：不说 ‘不
行’！ ”，与之对应的是墙壁上公开
的该局 《“说不 ”提级管理办法 （试
行）》。 “即便服务对象咨询的问题
不是我们业务范围 ， 也不说不知
道，而是告知去哪办、如何办；对不
符合办理条件的，至少提高一个层
级进行请示报告，按规定予以办理
答复。 ”铜陵市住建局行政许可服
务科负责人关家波告诉记者。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铜
陵市住建局制定办法，落实铜陵市
委关于推深做实企业诉求闭环管
理和推行说“不”提级管理的要求，
明确首问负责人在接待企业和群
众时 ，不向服务对象说 “不知道怎
么办 、不清楚在哪办 、不符合办理

条件 、暂时不能办理 、不属于我单
位职责 ”等用语 ，严格执行 “说不 ”
提级管理制度， 并做好跟踪问效，
直至有效推动事项办理完成。 关家
波介绍 ，办法实施后 ，他们收到了
很多办事人员正向反馈。

推行说 “不 ”提级管理 ，以百
姓满意为导向 ， 用实际行动提高
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意度和获得
感。 记者获悉，铜陵市住建局在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
还全面梳理城市管理 、物业服务 、
污水处理等方面存在问题 ， 加快
推进路面维修工程 ， 优化提升物
业管理服务 ，及时响应应急报修 ，
全力化解已征收房屋超期未安置
等问题 ，用不说 “不 ”、干
实事的态度赢得了广大
群众的好评。

枞阳县
企业有需要 服务加速度

“当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
系县经开区税务分局，没想到原本
要 10 个工作日完成的事， 第二天
就给办好了。 ”5 月底，位于枞阳县
经开区的光华铝业制造有限公司
300 万元订单急于结账， 原有的十
万元版增值税发票满足不了结账
需求，公司财务人员阮秀萍与税务
分局工作人员联系后，对方当天便
到公司核查 ，第二天就办妥 ，为公
司解了燃眉之急。

无独有偶，位于枞阳县的安徽
友坤玻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
高友同样对枞阳县推动惠企政策
落地兑现赞赏有加。 “通过前期政
策申报审核 ， 我们顺利获得了枞
阳县 ‘双首位 ’企业用电 、物流补
贴政策兑现款， 共计补贴了 10.23
万元 。 ”王高友表示 ，政府部门的
贴心服务对于帮助企业发展 、提

振企业家信心都有积极作用。
党史学习教育中， 枞阳县聚焦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凝
心聚力做实事，暖心服务办好事，用
情用力解难事， 不但推动解决了一
批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在服务企
业、服务发展上同样取得明显成效。

该县经开区帮助企业招聘员
工 、申报资金 ，破解发展难题与困
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推动解决
部分企业施工许可证办理难等问
题 ；县经信局结合 “四送一服 ”，牵
头举办 “四送一服 ”专项行动集中
政策宣讲会， 深入 50 余家企业走
访调研，联合县建设银行组织资金
要素对接会 1 场，现场为 8 户企业
解决资金需求 3600 万元， 收集企
业反映问题 39 个 ，已答复 （解决 ）
企业问题 35 个。

铜官区
为民办实事 清单保推进

“教育均衡配置类项目，5 项已
基本完工 4 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项目，4 项均已完成； 老旧小区改
造，16 个项目中 6 项已进场实施、7
项已挂网招标、3 项计划近期挂网
招标……”6 月 9 日，铜陵市铜官区
召开专题调度会 ， 逐个通报该区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进展情况。

为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铜官区广泛征集群众意
见，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
履职清单 ，以清单制推进 、项目化
运作方式，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 该区梳理形成了 91 个“我为
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其中 62 个
区级重点实事、29 个镇办社区重点
实事， 涉及老城区生活环境提升、

农贸市场改造提升等 10 个大项。
为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实施，铜

官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担任第一组
长的区重点实事项目工作领导小
组，由区财政局（民生办）履行牵头
职责开展督导考核； 区直各部门组
织、推动、督促各项工作落实。 该区
还建立专门的协调调度机制， 并采
取专项督导、适时检查、实地查看等
形式督促督办，确保项目进度。

目前，该区 91 个“我为群众办
实事” 重点项目全部启动推进，部
分项目已完工投入运行。 铜官区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人表示 ， 该区将继续扎实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对为民办
实事项目实施跟踪督查 、 及时通
报，务求取得实效。

铜陵市公安局
“开门”听民声 惠民更精准

“交警部门已安排工作人员现
场查看并结合实际数据调研后 ，
对该处的信号灯配时 进 行 了 优
化。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关注
该处路段通行状况 ， 不断改进优
化 。 ”日前 ，铜陵市公安局通过其
微信公众号公布了 “铜陵公安开
门纳谏听民声”第二波、12 个问题
和建议的回复 ， 上述内容是铜陵
公安部门对网友 “建议鹊江路和
铜都大道路口设置两条左转路线
以缓解交通拥堵”反映的回复。

今年 3 月起，铜陵市公安局把
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
合起来 ，深入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开展“专题
座谈会 ”“千家万户访平安 ”“网上
开门纳谏”等活动，“线上+线下”广

开门、听民声，办好为民实事。
铜陵公安机关 “网上开门纳

谏”已累计吸引近 2 万名网友线上
关注和参与；铜陵各级公安机关邀
请辖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群众
代表等走进警营开展专题座谈 165
场次；全警开展“千家万户访平安”
活动，共走访群众 12 万余户、企业
2428 家。 截至 6 月中旬，铜陵公安
部门共征集涉及公安交管、 治安、
刑事打击、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各类
意见建议 1088 条， 已吸纳整改反
馈 1052 条。

5 月份， 铜陵公安还进一步梳
理并推出便民利民惠民 10 项举
措。 这 10 项举措涵盖了打击违法
犯罪 、守护群众 “钱袋子 ”、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 优化公安政务服务、
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率等多个方面。

铜陵市住建局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

记者近日在铜陵市政务服务
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服务窗口
看到，窗口旁张贴了醒目标识：“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诺 ：不说 ‘不
行’！ ”，与之对应的是墙壁上公开
的该局 《“说不 ”提级管理办法 （试
行）》。 “即便服务对象咨询的问题
不是我们业务范围 ， 也不说不知
道，而是告知去哪办、如何办；对不
符合办理条件的，至少提高一个层
级进行请示报告，按规定予以办理
答复。 ”铜陵市住建局行政许可服
务科负责人关家波告诉记者。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铜
陵市住建局制定办法，落实铜陵市
委关于推深做实企业诉求闭环管
理和推行说“不”提级管理的要求，
明确首问负责人在接待企业和群
众时 ，不向服务对象说 “不知道怎
么办 、不清楚在哪办 、不符合办理

条件 、暂时不能办理 、不属于我单
位职责 ”等用语 ，严格执行 “说不 ”
提级管理制度， 并做好跟踪问效，
直至有效推动事项办理完成。 关家
波介绍 ，办法实施后 ，他们收到了
很多办事人员正向反馈。

推行说 “不 ”提级管理 ，以百
姓满意为导向 ， 用实际行动提高
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意度和获得
感。 记者获悉，铜陵市住建局在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
还全面梳理城市管理 、物业服务 、
污水处理等方面存在问题 ， 加快
推进路面维修工程 ， 优化提升物
业管理服务 ，及时响应应急报修 ，
全力化解已征收房屋超期未安置
等问题 ，用不说 “不 ”、干
实事的态度赢得了广大
群众的好评。

枞阳县
企业有需要 服务加速度

“当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
系县经开区税务分局，没想到原本
要 10 个工作日完成的事， 第二天
就给办好了。 ”5 月底，位于枞阳县
经开区的光华铝业制造有限公司
300 万元订单急于结账， 原有的十
万元版增值税发票满足不了结账
需求，公司财务人员阮秀萍与税务
分局工作人员联系后，对方当天便
到公司核查 ，第二天就办妥 ，为公
司解了燃眉之急。

无独有偶，位于枞阳县的安徽
友坤玻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
高友同样对枞阳县推动惠企政策
落地兑现赞赏有加。 “通过前期政
策申报审核 ， 我们顺利获得了枞
阳县 ‘双首位 ’企业用电 、物流补
贴政策兑现款， 共计补贴了 10.23
万元 。 ”王高友表示 ，政府部门的
贴心服务对于帮助企业发展 、提

振企业家信心都有积极作用。
党史学习教育中， 枞阳县聚焦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凝
心聚力做实事，暖心服务办好事，用
情用力解难事， 不但推动解决了一
批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在服务企
业、服务发展上同样取得明显成效。

该县经开区帮助企业招聘员
工 、申报资金 ，破解发展难题与困
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推动解决
部分企业施工许可证办理难等问
题 ；县经信局结合 “四送一服 ”，牵
头举办 “四送一服 ”专项行动集中
政策宣讲会， 深入 50 余家企业走
访调研，联合县建设银行组织资金
要素对接会 1 场，现场为 8 户企业
解决资金需求 3600 万元， 收集企
业反映问题 39 个 ，已答复 （解决 ）
企业问题 35 个。

铜官区
为民办实事 清单保推进

“教育均衡配置类项目，5 项已
基本完工 4 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项目，4 项均已完成； 老旧小区改
造，16 个项目中 6 项已进场实施、7
项已挂网招标、3 项计划近期挂网
招标……”6 月 9 日，铜陵市铜官区
召开专题调度会 ， 逐个通报该区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进展情况。

为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铜官区广泛征集群众意
见，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
履职清单 ，以清单制推进 、项目化
运作方式，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 该区梳理形成了 91 个“我为
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其中 62 个
区级重点实事、29 个镇办社区重点
实事， 涉及老城区生活环境提升、

农贸市场改造提升等 10 个大项。
为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实施，铜

官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担任第一组
长的区重点实事项目工作领导小
组，由区财政局（民生办）履行牵头
职责开展督导考核； 区直各部门组
织、推动、督促各项工作落实。 该区
还建立专门的协调调度机制， 并采
取专项督导、适时检查、实地查看等
形式督促督办，确保项目进度。

目前，该区 91 个“我为群众办
实事” 重点项目全部启动推进，部
分项目已完工投入运行。 铜官区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人表示 ， 该区将继续扎实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对为民办
实事项目实施跟踪督查 、 及时通
报，务求取得实效。

铜陵市公安局
“开门”听民声 惠民更精准

“交警部门已安排工作人员现
场查看并结合实际数据调研后 ，
对该处的信号灯配时 进 行 了 优
化。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关注
该处路段通行状况 ， 不断改进优
化 。 ”日前 ，铜陵市公安局通过其
微信公众号公布了 “铜陵公安开
门纳谏听民声”第二波、12 个问题
和建议的回复 ， 上述内容是铜陵
公安部门对网友 “建议鹊江路和
铜都大道路口设置两条左转路线
以缓解交通拥堵”反映的回复。

今年 3 月起，铜陵市公安局把
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
合起来 ，深入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开展“专题
座谈会 ”“千家万户访平安 ”“网上
开门纳谏”等活动，“线上+线下”广

开门、听民声，办好为民实事。
铜陵公安机关 “网上开门纳

谏”已累计吸引近 2 万名网友线上
关注和参与；铜陵各级公安机关邀
请辖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群众
代表等走进警营开展专题座谈 165
场次；全警开展“千家万户访平安”
活动，共走访群众 12 万余户、企业
2428 家。 截至 6 月中旬，铜陵公安
部门共征集涉及公安交管、 治安、
刑事打击、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各类
意见建议 1088 条， 已吸纳整改反
馈 1052 条。

5 月份， 铜陵公安还进一步梳
理并推出便民利民惠民 10 项举
措。 这 10 项举措涵盖了打击违法
犯罪 、守护群众 “钱袋子 ”、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 优化公安政务服务、
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率等多个方面。

铜陵市住建局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

记者近日在铜陵市政务服务
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服务窗口
看到，窗口旁张贴了醒目标识：“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诺 ：不说 ‘不
行’！ ”，与之对应的是墙壁上公开
的该局 《“说不 ”提级管理办法 （试
行）》。 “即便服务对象咨询的问题
不是我们业务范围 ， 也不说不知
道，而是告知去哪办、如何办；对不
符合办理条件的，至少提高一个层
级进行请示报告，按规定予以办理
答复。 ”铜陵市住建局行政许可服
务科负责人关家波告诉记者。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铜
陵市住建局制定办法，落实铜陵市
委关于推深做实企业诉求闭环管
理和推行说“不”提级管理的要求，
明确首问负责人在接待企业和群
众时 ，不向服务对象说 “不知道怎
么办 、不清楚在哪办 、不符合办理

条件 、暂时不能办理 、不属于我单
位职责 ”等用语 ，严格执行 “说不 ”
提级管理制度， 并做好跟踪问效，
直至有效推动事项办理完成。 关家
波介绍 ，办法实施后 ，他们收到了
很多办事人员正向反馈。

推行说 “不 ”提级管理 ，以百
姓满意为导向 ， 用实际行动提高
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意度和获得
感。 记者获悉，铜陵市住建局在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
还全面梳理城市管理 、物业服务 、
污水处理等方面存在问题 ， 加快
推进路面维修工程 ， 优化提升物
业管理服务 ，及时响应应急报修 ，
全力化解已征收房屋超期未安置
等问题 ，用不说 “不 ”、干
实事的态度赢得了广大
群众的好评。

党史学习教
育实践活动中，铜陵
大学生在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
本报通讯员 潘伟 摄

铜陵市义安区供电
职工义务为企业检查
线路。
本报通讯员 陈晨 摄

铜陵公安为市民免费安装电动车电瓶
防盗螺丝。

本报通讯员 张敏 本报记者 刘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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