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治“办事难”

日前， 马鞍山市振马生物科学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来到该市政务服务中
心申请办理老年公寓内部装修许可，审批涉及多个部门，过程耗时较长。 但公
司急着进场装修，企业负责人就把“难处”向大厅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作了反
映。 在了解相关情况后，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第一时间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推
动加快联合办理进度，及时为该公司办理了施工许可证。 同时，为从根源上解
决此类问题，该局还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是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为切实解决企业和办事
群众办事难、办事繁、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而特设的，目的是为办事不顺利、结
果不理想的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有效的兜底服务，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高
服务效能，用心用情为群众解决办事过程中的“疑难杂症”。 办事群众申请的事
项未能成功受理、审批，或多次来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未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到
窗口进行反映。

针对群众反映的“办不成”事项，“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工作人员会详细进行问
题登记核实，并针对性地开展业务解答、服务引导，以及业务协调和帮办代办，确
保群众的“办不成事”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同时“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企业
和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切入口，开展溯源分析，从流程和机制上推进服务改进和优
化，避免群众重复反映同类问题，让窗口“办成事”为常态，“办不成事”成特例。

“助餐服务”让老年人吃上“幸福饭”

6 月 9 日中午 11 时许，81 岁的马鞍山市雨山区一村社区居民卜祥彩和老伴，来
到社区的“助老先锋站”助餐点。看着餐盘里的红烧鸡翅根、香酥鳕鱼排、肉末粉丝、时
蔬等美味，老两口选了自己爱吃的三菜一汤，打包好准备带回去吃。

“自从有了这个助餐点，我们老两口就不再为做菜犯愁了，也不怕菜做多了吃不
掉。这里的菜不仅丰富、每天都不一样，而且口感还好，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卜祥
彩说，只花 10 元，社区居民就能在助餐点享受一荤一素一汤的美食，非常实惠。“如果
生了病不方便来打，或者年纪大腿脚不好，提前跟助餐点预定，他们可以送到家，这一
点真的太让我们感动了。 ”

像一村社区这样的社区助餐点，在马鞍山也越来越多。马鞍山市聚焦老年群体需
求，着力解决高龄、孤寡、失能老人就餐难题，在 2021 年市级“为民办实事”项目中实
施“社区助餐”养老服务工程。

“社区助餐”养老服务工程依托社区试点推进老年人助餐服务中心（站）建设，着
力构建“中心厨房+集中配送+社区就餐+送餐入户”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模式，为广
大老年人尤其是行动不便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等解决“做饭难”“吃饭难”问题，让老
年人吃上幸福餐。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 7 个老年人社区食堂、20 个老人助餐点，预
计到今年底，还将建成 8 个老年人社区食堂、20 个老人助餐点，主要服务 60 周岁以
上的老年人，同时面向全体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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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马鞍
山市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
准确把握目标要求，把牢首要任务，不
断健全学习机制，丰富学习内容，突出
形式创新，促进成果转化，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有力有序开展，效果不断显现。

3 月 30 日上午，马鞍山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创新学习形式，增强学习
成效，发挥示范效应，把党史学习教育
搬到西梁山———“渡江战役第一枪”发
生地。

以上率下，市委发挥“头雁”效应
带头学。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对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及时学、
跟进学。 市委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带头
深入乡镇街道 、学校 、农村及联系点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督导，38 位市级领
导领衔督办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
活动。

各参学单位积极跟进学。 各县区、
各部门党委（党组）及时响应、主动跟进，
高质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形成全面覆
盖、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

引领全体党员广泛学。 通过下发
提示单的形式， 指导广大党员及时跟
进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分“四个专题”学习，进一步推动理
论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开展党史竞赛创新学。 全市 3.5
万名党员干部主动报名参与，每支代
表队由 3 人组成、1 名处级干部领导
领队，形成“以赛促学、比学赶超”的良
好氛围。

组织开展“百名‘五老’讲党史”学
习实践活动、开展“劳模进校园示范宣
讲”活动、打造音乐党课品牌……马鞍
山市创新宣讲方式，壮大宣讲力量，打
造宣讲品牌， 让专题宣讲更加走深走
心。 在组建市委、市直、基层三级宣讲
团，发动党员干部、专家学者、“五老”、
劳模等力量的基础上，动员教师队伍、
基层志愿者、草根宣讲员广泛参与，推
动理论名家、百姓名嘴、草根明星成为
基层宣讲的中坚力量，形成宣讲“大合
唱”。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讲主
阵地作用，形成环环相扣、步步相连、
层层递进的宣讲声势。精心打造“永远
跟党走”专题音乐党课，在党课内容中
融入马鞍山红色资源， 体现地方特色
文化元素。加快“凹山大会战的时代意
义”等四大课题研究，打造一批具有马
鞍山地方特色的宣讲内容。 开展 “童
心向党、书声琅琅”教材里的红色经典
小学生宣讲，让 “初心永红”党建品牌
立起来。 把儿童剧《小江豚归来》等文
艺作品搬上舞台，实施黄梅戏《萤萤我
心》、“叶连平学校”等“九个一”推广工
程，让中小学生听得懂、听得进、记得
住。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出发点和落
脚点是为民办实事。 马鞍山坚持问题导向、利民导向和实绩导向，
通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把准群众需求。为民实事方面，广泛征集 200余项活动项目，确
定 10 件实事为第一批市级重点项目， 县区及开发园区确定首批
692项重点项目。 为民服务方面，以全市网格党建体系为依托，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为载体，以党员和志愿者为主力，精心梳理 24 类 740
项共性需求清单，精细“配单送单”，真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压实工作责任。 实施台账管理，明确项目内容、服务对象、责任主
体、完成时限，制定工作推进表，挂图作战、全程把控，切实把实事做深
做实。 推动民生实事项目和领导调研相结合，对领导调研中群众反映
的问题，及时列入办实事清单，作为第二批项目内容。每件项目确定领
衔领导、责任部门，确保上下同心，共同发力。

深入开展文明实践。 把志愿服务与党员活动日有机统一起来，
推动形成文明实践的常态长效机制。 在“马鞍山发布”微信公众号
推出“我为群众办实事———随手拍、马上办”活动，让群众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在解决一件件民生实事中得到累积。

马鞍山坚持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丰富宣传内容，营
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党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 该市充分利用户外大屏、广告牌等户外平台载体，营造党
史学习教育、庆祝高潮的浓厚氛围，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创新报道
形式，综合运用图说、海报、短视频、微电影等形式，推出一批刷屏
热传的高质量融媒体产品。 把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贯穿党史
学习教育始终，精心组织“永远跟党走”交响音乐会、“江南之花”群
众歌咏大会、“恰是百年风华”诗歌朗诵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地上送客通道 方便市民进站

“以前提着行李箱，从地下室乘坐电梯上来，要走不少路，下雨
天就更麻烦了，既要打伞还要拖着行李，现在直接在进站口前下
车，方便多了。 ”今年 4 月 25 日，马鞍山东站地上送客通道开始
试运行 ，刚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市民齐贤坤 ，走 10 来米就进入候
车大厅。

此次开通的地上送客通道是马鞍山市委、 市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之一。 通过开设地上送客通道，送客车辆可直接从马鞍山东站
南便道与天宝路交叉口，沿地面标识行驶至进站口前，大大方便了
广大市民旅客出行。

新增的地上送客通道仅是下客通道， 从售票厅到进站口这段距
离为下客区，不允许车辆在此通道上等客载客等，该通道采取单行道
模式，全长为 500米，分设入口与出口，限速 30公里/小时。

为确保送客通道区域的交通秩序良好， 该站还参照华东地区
各大高铁站的标准，要求送客平台车辆限停三分钟，不得在禁停区
停放车辆，不得超速、逆行。 与此同时，合肥铁路公安处交通警察支
队马鞍山大队还联合马鞍山市政府共投入 18 名警力负责加强该
送客通道的路面执勤工作。

打通“断头路” 出行更畅通

5 月 30 日中午 12 时起，马鞍山市嘉陵江路西延段（华山路至天宝路）正式开通，
自此，全长 1.84 公里的嘉陵江路全线贯通。 此条道路不仅是秀山新区通往马鞍山东
站、主城区的又一条快速通道，还是马鞍山市打通的首条涉铁下穿断头路。

随着秀山新区的发展和居住人口的不断增长，两个片区之间交通需求日渐增加。
但由于嘉陵江路中间分别与宁安高铁、宁马高速立体相交，下穿宁安高铁段的 60 米
道路属于高铁安全保护区范围，需经过严格审核、报批等程序，所以一直未打通，成为
困扰市民的“断头路”。

今年，有关部门聚焦为民服务解难题，全面加强协调配合，西延段项目于今年 5
月 30 日竣工通车，终结了嘉陵江路“断头路”的历史。大大优化城东区域交通网络，缓
解秀山新区与市区间交通压力，提升了广大市民的出行体验。

说起“断头路”，百姓最发愁的是绕行的不便。今年以来，马鞍山市聚焦民生实事，
全力打通城乡、宁马交界处等“断头路”，疏通“微循环”，完善城市路网布局、提升城市
整体交通运行效率，方便群众出行。

风景名胜区 开通直通车

马鞍山市采石风景名胜区于 2020 年开通景区联动发展直通车 A、B 线路，方
便了广大游客前往薛家洼生态园、采石矶景区、大青山野生动物园、青山李白文化
园、濮塘风景区等地休闲游览，这一便民举措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与认同。2021
年，作为市级“为民办实事”项目，该市将在 2020 年直通车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提
升，并将于 7 月 1 日起正式开通运营。

负责运营的长运公司将投入 8 辆新能源公交车，每日运行共 12 个班次，每班
单边里程约 130 公里，运行时长约 210 分钟。直通车实行无人售票自主投币，每人
次 2 元，游客可使用云闪付、支付宝扫码支付等方式乘车。

新的联动直通车以马鞍山汽车客运站为起点，设置先行采石矶景区和先行濮
塘景区两条环线，串联起采石矶片区、青山片区、横山片区和濮塘片区并形成闭
环，沿途停靠采石矶景区、薛家洼生态游园、凌云寺、大青山野生动物世界、青山李
白文化园景区、横山景区、濮塘国家度假公园等站点。

新的联动发展直通车将有效解决市区至景区、 景区至景区间的交通问题，为
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同时将带动沿线乡村经济、旅游产业发展，打
造农文旅一体的旅游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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