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寨县聚焦“急难愁盼”事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 金寨县各地各部
门把群众的所思所盼、所需所求放在心上、落到
实处。

金寨县城管局所属公共事业管理局对城区
背街小巷的散住居民户进行走访摸底，了解到路
灯年久失修，群众夜间出行极为不便，存在安全
隐患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县城管局立即行动，用
了 20 多天时间，对城区所辖新河、红村、潭湾、青

山 4 个社区，安装太阳能灯 114 盏 ，另安装 3 盏
市政用电巷灯，把光明照进了群众心坎，把解民
愁落到了实处。

青山镇党委、 政府成立茶叶发展工作队到抱
儿山茶产业基地，深入农户、茶厂走访 40 余次，通
过座谈会、板凳会收集茶叶发展痛点难点问题。牢
牢抓住“原产地”标签，严把质量关，将抱儿山海拔
600 米以上、80 户茶农家的 600 多亩茶园划为核

心区，并进行“身份认证”，以此带动抱儿山村、全
镇茶产业品质化、品牌化发展。

花石乡黄堰村通过开展“红色微访、红色微办、
红色微调”的“三微行动”，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关
心关注的现实问题。“红色微访”即由一名党员联系
两名以上群众，群众通过微信语音、视频等发送需
求，简单问题党员现场办，复杂问题由党组织书记
牵头办。“红色微办”即以党支部为单元建立微信服
务群，基层党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支部书记上
报交办流转，处理结果及时向基层党组织、群众反
馈。“红色微调”即由党组织书记和联系村领导牵头
组建调研小组，深入村民组、产业基地等开展专题
调研，并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和建议。

霍山县分类分层办实事

霍山县聚焦基层的困难事和群众的烦心事，
梳理第一批“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 601 条，
解决实际问题 361 件。

聚焦创业就业，优化营商环境。围绕实施“工业
富县”战略，推行“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深化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企业
和群众办事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县科

技经信局举办高企申报与项目谋划 200 余人培训
班，一对一上门辅导 22家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全程
代办企业从落户、立项到达产达效所有事项。

聚焦生态环保，打造宜居环境。 围绕实施“生
态立县”战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大化
坪镇是茶叶之乡，春季柳絮纷飞为茶农带来烦恼，
该镇采用高压水枪冲洗柳树方式减少柳絮飘拂，

并为所有柳树打上阻绝柳絮针， 从源头上解决了
问题。 黑石渡镇动员镇村干部、村党员及群众 200
余人，进村入户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并建设清潭沟
200 亩沙滩、160 亩中药材花海， 着力打造宜居宜
游的美好家园。

聚焦城市功能，完善公共服务。县城管局规划
建设智慧停车项目，拟投资约 3000 万元，对城区
55 处道路停车位路段 、46 处停车场进行升级改
造，逐路段制定标准，项目运营后将有效解决路边
僵尸车、乱停车、霸占停车位等老大难问题。 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城内各小区内建筑、 配套设施
进行问题梳理，限期解决。

六安法院开展涉民生案件

专项执行行动

六安市法院出台 “我为群众办实事”
十项举措，在执行工作方面，从 4 月初部
署开展为期 3 个月的涉民生案件专项执
行行动。 全市法院通过采取集中执行、联
合执行等方式，将 445 件涉民生案件顺利
执行完毕， 另有 212 件案件达成执行和
解，执行总到位金额达 2898.04 万元。

六安全市 8 家法院认真梳理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涉民生实际未执结案
件共计 1947 件，总计执行标的额达 2.36
亿元。 主要包括涉及追索劳动报酬案件，
涉及拖欠赡养费 、抚养费 、扶养费案件 ，
涉及追索抚恤金、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 工伤赔偿案件等 8 大

类。 各院即建立案件台账，逐一分析未能
执行到位原因，分类制定执行措施，出台
具体执行方案， 同时通过填报 “四张表
格”建立工作情况周报告制度，由市法院
负责统计。

全市法院对涉民生案件 “优先立
案 、优先办理 、优先发款 ”，充分利用法
院执行信息化建设成果 ， 主动保全 、主
动查控 、主动协调 ，确保取得良好的执
行效果 。 截至 6 月 7 日 ，共发布涉民生
案件被执行人限制消费令 1097 人次 ，
纳入失信名单 959 人次 ，拘留失信被执
行人 71 人次 ， 罚款 26 人 65000 元 ，移
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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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红色资源 创新学习方式

六安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六安市委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 立足老区

实际和红色资源优势，把学党史与悟思想贯通，办
实事与开创绿色振兴发展新局面相结合， 在深化
学习中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全市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心走实。

六安红色资源丰富，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充分
利用当地的红色资源优势， 组织党员干部进行现
场宣讲。 依托六安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打造 10
条红色旅游学党史精品线路，遴选命名两批 15 个
全市党史教育基地， 因地制宜发挥好党史学习教
育“第二课堂”作用。

全市各级党委 （党组 ）理论中心组采取 “集
中学习+交流研讨+实地参观调研” 提升学习效
果， 截至目前， 市直和县区开展专题学习 1200
余次，教育培训 6.5 万人次。 全市还在青少年群
体中开展 “三学三比三红 ”系列特色活动 ，全市
7533 个团支部已组织 14.5 万名团员青年参加
学习教育 ，百岁红军 、“五老 ”人员 、党校教师走
进中小学讲党史故事。 为流动党员发送学习教
育信件、寄送“红色大礼包”，在农村老党员中开
展农家书屋学党史、乡村大喇叭听党史、百姓名
嘴讲党史、送学上门宣党史、实践中心颂党史等
5 项活动。

六安还上好“艺术党课”，以六安市红色故事
为题材，创排红色民歌剧《大别山之恋》并在金寨
干部学院演出 2 场，学员反响良好。 举办“乡村名

嘴说党史”竞赛展示活动，从全市 134 名农村文化
带头人、乡村红色旅游讲解员和文化热心群众中，
遴选乡村名嘴 20 名，以艺术化、大白话的方式讲
述党史故事，组织乡村名嘴系列巡讲巡演。非遗四
弦书《红色家书传万代》、西山大鼓书《百年光辉耀
中华》、地方花鼓灯《杜鹃花开满山岗》、快板《忠诚
献给党》等艺术化节目，广受群众好评点赞。 六安
还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现代科技进行数据采集
建模，拍摄制作《十万英烈铸丰碑》等 10 个 4K 红
色故事视频。举办“百年风华 光影有你”第四届中
国红色微电影盛典，快手线上征集作品 466 部，点
击量 7500 余万。 开设“百名学生颂党史”栏目，推
出《金刚台上的妇女排》《“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
生》等 7 期青少年讲党史视频。 同时还举办“我的
红色传家宝”抖音晒宝大会，全国 11.65 万名网友
在线观看， 点赞量达 2.62 万次，12 件红色传家宝
次第亮相，深情讲述红色传家宝背后的故事，其中
《一封迟到的革命家书》在新华社客户端浏览量已
近 100 万次。

在学习活动中，六安突出急事难事，扎扎实
实“办”。 市相关部门制订了《“传承百年老区红
提升群众幸福感”六安市“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实施方案》，实行五步流程法，着力解决好群
众反映的共性问题、痛难点问题、历史遗留问题。
截至目前，收集梳理了 517 条“我为群众办实事”
项目清单，首批上报了 29 条，重点项目 8 条。 舒

城县聚焦杭埠等园区务工人员上班回家公交问
题，开设“延时公交、定制公交”，方便就近就业；
聚焦偏远乡镇、山区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
问题， 投放公交车 116 台， 在全省率先实现 394
个行政村村村通公交。 六安市教育局着眼幼儿
园、低年级放学早的问题，解决上班族家长接孩
子实际困难， 要求幼儿园离园时间不早于下午 5
点。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着眼城区停车难问题，
在建设大厦等 3 地建设立体停车场，提供千余个
停车位。 市卫健委为满足群众接种新冠疫苗需
求 ，方便群众 、提供便利 ，从省里争取到 9 万剂
“一针式”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 5 月 13 日，六安
市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组织开展“战疫一
线党旗飘扬·我为群众办实事”行动，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把学党史与战疫情结合起来，在
解决封闭小区、封闭单元楼的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中办实事，实践质量和精准度明显提升。全市 600
余支志愿服务队近 3 万名志愿者参与此次疫情
防控，党员志愿者积极参与知识宣传、秩序维护、
物资保障、值班值守、信息采集、心理疏导等，探
索建立接单、派单、送单、交单、消单“五单”工作
机制，确保群众生活物资精准快速送达。 裕安区
平桥乡社区推行“两留两说”举措，即“我把号码
留给你，你把困难留给我；你听我劝说，我听你诉
说”，在被隔离的楼栋居民中建立微信群，及时提
供物资采购、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

六安多措并举缓解城区停车难

为解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缓解停车
压力，依据《（2016-2030年）六安市中心城
区停车场（库）专项规划》及相关文件要
求， 每年在城区建造2个至4个公共停车
场，缓解停车难问题。 2021年新建设停车
场2处，共计184个停车泊位。

六安还对城区现有停车泊位进行全
面摸排， 梳理出城区范围内机动车停车
泊位约213378个，全面摸清城区停车现有
资源， 建立健全六安市城区停车泊位数
据库， 为全面优化该市停车资源配置提

供基础保障。
为解决 “停车难 、停车乱 ”问题 ，引

导市民有序停车 ，六安市决定采用社会
资本投资建设（BOT模式），实施《六安市
城市智慧停车项目 》， 对城区47条道路
6802个停车泊位和 18个公共 停 车 场
2161个停车泊位进行智能化改造 ，建设
城市智慧停车综合管理云平台 、 停车
APP、停车诱导等信息系统，对城区停车
数据进行实时整合，实现信息共享。

叶集区立足“微民生” 满足“微心愿”

六安市叶集区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
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 从最现实的利益出
发，立足“微民生”，满足“微心愿”，切实把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
动，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孩子放学早，爸妈下班晚，小小的“时
间差”却存在着大大的看护矛盾，怎么办？
叶集区各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纷纷开
设了“四点半课堂”，由党员志愿者牵头，
组建起一支关爱青少年的志愿者队伍，用
爱和陪伴为孩子们打造了“第二课堂”。现
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4 点半，村社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里的未成年人活动室就变
成一个热闹的校外课堂。

区数管局全力打造热心接待、 耐心
解答、细心办理 、暖心服务 、让企业群众
安心的“五心”服务，将 “妈妈式 ”服务贯
穿办事全过程、全环节。 窗口人员在接待
办事群众时面带微笑，自然真诚，首问负
责；对服务对象的咨询 ，无论是现场 、电
话还是网络咨询， 都耐心听讲、 有问必
答，直到服务对象满意；对服务对象的咨
询或提出的问题准确解答， 认真核查受
理资料，细致办理 ，不得出错 ；对老弱病
残群众、不会填写资料、不会网上办理的
群众主动帮办代办，主动提供上门服务、
延时服务、预约服务，最终通过全体政务
服务人的热心、耐心、细心、暖心服务，让
服务对象满意。

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你送我检”活动，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裕安区实事办实

六安市裕安区每月按时梳理、统计一批“我为
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汇总走访调研情况，跟踪
督促重点项目落实情况。全区各地各单位“我为群
众办实事”第一批项目清单共征集梳理 212 条，已
解决问题 74 件；第二批项目清单共征集梳理 200

条，已解决问题 140 件；第三批项目清单共征集梳
理 318 条，目前正有序解决。

战疫一线为民服务。六安防疫战打响后，全区
设立党员先锋岗 900 余个，党员志愿者 3000 余人
投入到城乡防控区域，做好小区值班、引导劝导、

核酸检测、物资运送、秩序维护等保障工作，切实
为广大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稳人心，齐心协力共
同打好疫情防控歼灭战。创新“两留两说”即“我把
号码留给你，你把困难留给我；你听我劝说，我听
你诉说”工作机制，做到以心换心，共渡难关。在封
闭小区推行接单、派单、送单、交单、消单“五单”办
事流程，使被隔离群众生活有保障。全区各地各单
位开展疫情防控实践活动走访调研 1022 次、参加
人数 3137 人、走访群众 26805 人、走访企业 1439
个、征求意见 1309 条、解决问题 1130 件。

霍邱县法院工作人员为电信诈骗受害人退款。

�� 舒城县开通

““微公交””，， 方便
深山群众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