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日前，来安县医保局工作人员正在“来—宁医保跨省通办”窗口帮助
参保群众办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备案手续。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本报记者 罗宝 摄

荨 12 月 27 日，郎溪县数据资源局“跨省通办”
窗口，居民正在办理长三角地区跨省代办业务。

本报记者 罗鑫 摄

茛 11 月以来，固镇县为全县 7.8 万名小学
和幼儿园学生分批接种新冠疫苗。 图为 12 月

20 日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谷阳路护送第五小学
接种疫苗学生过马路。

本报通讯员 吴献永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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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扫描·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汪伟

日前，铜陵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政
务服务管理局） 组织对 35 名新进窗口
工作人员开展入职教育培训。 这次入职
培训与以往有所不同，新进人员除去学
习岗位须知内容外，还重点学习了“‘说
不’提级管理”制度。

今年 3 月 ，铜陵市按照 “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 ，在全省创新实
行 “‘说不 ’提级管理 ”，即各机关 、部
门、单位首问负责人不说“不能办 ”、只
说“如何办”，对相关政策把握不准时 ，
及时报告上一级领导研究判定 ， 直至
单位主要负责人 。 单位主要负责人如
仍把握。

“说不”为何提级———
聚焦 “急难愁盼”，确

保首问必果

今年 2 月份，铜陵市委主要领导在
公开接访时了解到，该市郊区老洲镇一
居民 2002 年房屋被征收拆迁， 因其长
期在外务工，没有在“政策窗口期内”及
时办理房产证，后又因区划调整 、政策
变化等原因，“办证难”成了他多方诉求
而无果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市委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下 ，我
们牵头协调各相关部门单位 ， 查验材
料、审查事实，本着‘遵守法规、尊重历
史 、换位思考 ’的原则 ，妥善处理了此
事。 ”铜陵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
张和成表示。

群众反映的具体事项虽然顺利解
决，但事情背后所反映出的面对复杂或
历史遗留问题，各部门 、各层级之间难
以有效协调联动的问题却并未解决。 由
此，铜陵市委、市政府开始全面倒查，着
力从制度层面靶向化解。

“面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怕出头 、怕
出错，推诿扯皮，导致小事拖成大事，大
事变成坏事，说到底还是首问负责制落
虚落空的问题。 ”铜陵 “‘说不 ’提级管
理”牵头单位、铜陵市直机关工委书记
何民主介绍，实行“‘说不’提级管理”制
度，就是要强化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宗
旨意识， 突出用户思维、 客户体验，从
“办成一件事”入手，创造性落实首问负
责制。

具体到工作上， 铜陵要求各级、各
部门在为企业服务 、 为群众办事过程
中，面对服务对象的诉求 ，首问负责人
要强化服务意识， 能办的事要立即办；
完善手续后能办的事要想办法办；对超

出自身职责范围或拿捏不准的事，不能
简单说“不能办”，应逐级向上汇报。 尤
其对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事项，本市
无先例、外地有经验的，要参照办理；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确实不能办的，
要给出让办事企业和群众心服口服的
解释。

“说不”如何提级———
细化“四级”流程，加

强督查督办

“这个事情解决起来涉及到多个部
门，确实很麻烦。 但是现在处置妥当、结
果圆满，真要为政府部门点个赞！ ”看着
医院门前宽敞的生态停车场，铜陵春生
和堂中医医院负责人王思平打心眼里
高兴。

春生和堂中医医院是铜陵市从江
苏南京招引来的一家中医特色诊疗机
构。 通过近两年的发展，医院收治的患
者数量日益增多，就医群众停车难的问
题愈加凸显。 因涉及住建、规划等多个
市直部门，铜官区相关部门在掌握情况
后逐级上报，后由区政府根据 “‘说不 ’
提级管理”相关办法 ，将企业改建停车
场的诉求提级到铜陵市 “四送一服”办
公室。 最终铜陵市根据《铜陵市机动车
停车场管理办法》等规定 ，将医院门口
部分绿化带改建成生态停车场。 6 月 23
日完工后，这家日均接诊量约 200 人次
的民营医院停车难题彻底化解。

“‘“说不”提级管理’所面对的很多
都是复杂难办问题。 ”何民主告诉记者，

它不仅是为解决好个别党员干部在为
企服务、 为民办事过程中思想僵化、自
我保护的问题，更多地是为解决好跨部
门、跨领域“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问题 ，
以及因为事过境迁、政策变化 、人员变
动等原因造成的看似无解的 “剪不断、
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些大多是
仅靠“好态度”无法解决的问题。

为此铜陵市明确了 “四级 ”管理流
程，即首问负责人是“第一层级 ”；对其
把握不准 、解决不了的 ，提请 “第二层
级”即科室负责人，这一层级要做到综
合研判；如果仍无法处理则要提请 “第
三层级”即单位分管领导 ，这一层级要
审核研判，对于能办的或克服困难能办
的事，要主动担当作为、努力去办；假如
仍然无法办理，则需要提交“第四层级”
即单位主要负责人，这一层级要将 “说
行”的建议或“说不”的理由在规定时间
内反馈服务对象，如仍把握不准 ，应提
出可行性建议，提请市级领导研究。

所有“提级 ”程序均由单位内部完
成，无需办事人员逐级反映。 事项涉及
两个及以上部门的， 履行首问责任，由
首问部门牵头协调办理， 协调无果时，
提请市级领导会商研究。

铜陵市直纪监工委书记、市效能办
副主任汪清表示：“为保障该项制度落
地落实，铜陵市效能办多渠道公布投诉
举报电话 ， 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明察暗
访。 铜陵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
效能办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对经查实的
有不担当、不作为行为的相关部门和责
任人予以责任追究。 ”

“说不”提级带来什么———
效能持续提高， 企业

群众受益

“多亏好闺女帮了我的忙。 ”近日，
枞阳县会宫镇 67 岁居民徐小芹专门前
往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向正在忙碌
的工作人员左玲表达感激之情。

今年 8 月， 徐小芹办理契税缴纳业
务时，发现由于自己此前疏忽，导致缺少
一项必要受理材料。 窗口首问负责人左
玲在安抚老人的同时，根据“‘说不’提级
管理”制度，立即将情况向县局税政部门
汇报，同时与主管税务分局联系。 经调查
核实无误后， 窗口很快为徐小芹办理契
税申报， 并主动引导帮助老人办理了不
动产产权证，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评价。

“该项制度推行后，效能持续提高，
许多部门突出问题导向，从回应企业和
群众办事难的‘痛点’入手，认真梳理业
务服务流程中的‘堵点’，推出了一系列
创新措施。 ”何民主介绍。

铜陵市住建局推出规范办 、 全网
办 、高效办 、容缺办 、承诺办 “五办 ”模
式，打造“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的
标杆窗口；铜陵市民营经济促进局等 14
家单位明确，未经请示上一级领导不得
直接说 “不”； 铜陵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人防办通过 “‘说不 ’提级管理 ”，
着力推动历史遗留问题有效化解；枞阳
县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说不’提级
管理”窗口；铜陵经开区聚焦营商环境
提升年、重大项目攻坚年 ，完善实施细
则 ，保证首问必答 、首问必释 、首问必
果，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铜陵市直机关工委在各级、各部门
先行先试基础上，针对“涉及跨部门（区
域）业务职能的”和“历史遗留问题 、无
路径依赖”等事项 ，在联合相关部门强
化督查督办的同时，收集分析对全市工
作有指导性的典型示范性案例，将成熟
有效的做法及时用制度固化下来，形成
“铜陵经验”。

截至目前，铜陵市市 、县 （区 ）两级
直接面向群众、企业的部门都已结合实
际建立了 “‘说不 ’提级管理 ”制度 ，200
多个与企业发展、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
复杂难办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民生实事”赢民心
■ 本报记者 罗宝

12月 22 日，记者来到位于滁州市南
谯区沙河镇龙亭社区的西河湾， 看到原
本被水毁的砖混独行桥已被一座宽阔坚
实的新桥取代， 与加固整修的蓄水池一
道， 在上游来水的冲击下形成 “飞桥叠
水”的景观。 “以前这是座危桥，不仅行走
在上面不安全，蓄水池和周边的护坡、道
路也是脏乱差，洗衣洗菜都不行，很不方
便。 ”57 岁的龙亭社区居民李红萍正在蓄
水池边洗菜，她告诉记者，改造后这里还
成了一个景点，周边群众经常过来拍照。

西河湾水毁工程修复是沙河镇
2021 年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之一 ，年
初即制定“两个一”“三个十 ”的工作目
标， 特别是把西河湾水毁工程修复、南
北洋桥洞改造通车、迎福家园小区污水
管网改造等群众 “急切愁盼 ”事放在优
先位置，主要领导牵头包保 、全过程督
促监督， 让群众真真切切获得幸福感、
满足感。

津浦铁路穿镇而过， 铁路线下方的
南北两个地下通道成为该镇居民多年来
工作生活必经的地方。 然而由于地势低
洼、年久失修，地下通道一遇雨天就积水
严重，造成群众出行难。 今年初，沙河镇
成立惠民工程领导小组， 启动南北洋桥
洞改造工程。在施工改造中，派专人驻点
监督施工， 对改造的 1400 吨混凝土和
320 吨沥青详细检查， 有力保证了工程
的质量和进度。 5 月 8 日，南北洋桥洞正
式改造成功通车，不仅宽敞、明亮、整洁，
两旁还做了灯带、广告灯箱，每年为龙亭
社区创收 3 万元。

“我们在为群众解决天天有感的关
键小事的同时， 也注重办好人民群众牵
肠挂肚的民生大事， 比如加快工业园区
建设、打造门槛岭等美好乡村示范点，做
强葡萄、蔬菜、经果林等农业产业等。”南
谯区区委常委、 沙河镇党委书记盛恩彬
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该镇共办理涉及民
生领域“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 70 件，在
实干中赢得民心民意。

“关键小事”显情怀
■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上了年纪腿脚不好 ，冬天晒衣服
不方便，社区专门在家门口安装了晾晒
杆，真是贴心极了。 ”12 月 21 日，家住
池州市贵池区府学社区百合小区的王
大妈告诉记者。

“小区设有民情收集箱和公开栏，我
们也会定期上门收集居民的服务需求，
及时解决。 此外，还通过物质帮扶、助医
帮扶、助学帮扶、就业帮扶等方式，解决
困难群众实际问题。”府学社区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为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服
务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及时性， 社区先
后建立民情收集机制、民情反馈机制、服
务承诺机制和困难帮扶机制， 目前已在
辖区内全面推行。

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中， 贵池区探索建立办实事长效机制，进
一步丰富完善民生领域制度体系。

“圩堤上有了路灯，以后晚上回家就

方便安全了。 ”12月 18日，贵池区涓桥镇
普丰村居民钱国富看到圩堤公路上刚刚
安装完成的太阳能路灯，高兴地说。

普丰圩一侧是秋浦河， 另一侧是连
片的农田。由于圩堤上没有路灯，每到夜
晚， 村民们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从圩堤
上经过时，都胆战心惊。 而且，每到防汛
时刻，包括普丰圩在内的贵池区 70 多公
里的江河圩堤，因没有永久性照明设施，
需要在 1 天内全部完成架设临时照明线
路。应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贵池供电公
司聚焦“关键小事”，让圩堤路灯从无到
有、从暗到亮。

今年以来， 贵池区各级各部门组织
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群众、 深入生产一线
走访调研，广泛听取意见，排查困难和问
题线索， 结合城镇化建设、 美好乡村建
设、各项民生工程，办好民生难事和“微
项目”。 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党员干部共
走访群众 7807 户、企业 1007 家，累计搜
集意见建议 907 条， 帮助解决各类问题
544 个。

“红色帮办”解民忧
■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程力

“感谢帮办员，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12 月 16 日，在广德市数据资源局“红色
帮办”窗口，来自浙江省绍兴市的周远声
紧紧握着“红色帮办员”的手激动地说。

年关将至， 常年在外做生意的周远
声踏上了返乡之路，在途经广德时，由于
申领安徽健康码时错填信息， 原本绿色
的健康码变成了红色， 影响了后续的返
乡行程。 被迫滞留在广德的周远声为此
焦急万分， 当地数据资源局 “红色帮办
员” 黄飞得知情况后， 第一时间联系了
他。 “我们在核实周先生的行程记录、核
酸检测和疫苗接种等数据后， 引导他通
过线上申诉的方式， 依照程序将健康码
改为绿码，确保他顺利踏上返乡路。 ”黄
飞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广德市深入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设立“红色帮办”窗口，通过安排党员

业务骨干轮流值守， 一站式帮助群众解
决业务办理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得益于“红色帮办”窗口，广德市桃
州镇 74 岁的孙孝娣也顺利解决了老伴
异地医保报销问题。 孙孝娣的老伴因病
在上海住院， 由于医院查询的身份信息
与本人不符， 迟迟不能办理报销事宜。
“红色帮办员”了解情况后，及时对接公
安、卫健、医保等部门，最终发现其子女
在线上挂号时将老人信息填写错误，信
息更正后，一举解决了医保报销问题。

“成立这个窗口，主要是为了解决平
时群众办理业务中遇到的各类疑难杂
症，通过帮办窗口兜底，让老百姓办事有
地找、有人帮。 ”该市数据资源局工作人
员程再银介绍。

广德市今年还与郎溪县、 浙江省长
兴县、江苏省溧阳市对接，开展苏浙皖合
作示范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进
一步扩展“红色帮办”窗口功能。 截至目
前，全市共办理跨省事项 1822 件，跨层
级事项办理事项 1814 件。

提“效能” 解“难题”
■ 许根宏

今年以来，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
深入开展，人民群众一系列“急难愁
盼”事项加速得到解决。 为进一步破
解群众“难题”，必须切实提高政务效
能，从而高质量践行宗旨惠民生。

解“难题”，前提是干部心中须时
刻装着“问题”。 只有做到目光所至看
到问题、耳听范围闻到问题、所思所
想直面问题， 方能落实行动解决问
题。 从政务服务角度看，这就要求向
效能借力，提升服务的“时度效”，做
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登记问题、分
析问题和处理问题， 让问题倒逼干
部，杜绝“问题过夜”或“隔日办”。

推行“一次性告知”制度。 进一步
规范服务标准， 减少群众重复跑路次
数，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清晰指引。

加强科技赋能。 充分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技术手段，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办事
难、办事慢、办事繁问题，提高政务数
据在部门间的流转速度，加速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和水平。
巩固“减证便民”成果。全面清理烦

扰企业和群众的“奇葩”证明、循环证明、
重复证明， 下大力气减少盖章、 审核、备
案、确认、告知等各种繁琐环节和手续。

扩大“一窗通办”模式。 提高业务
能力，强化服务意识，对办事群众务
必要热心、细心、耐心、信心、诚心、决
心，杜绝“推脱绕”“生冷硬”甚至“吃
拿卡要”， 不断提高群众对政务服务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完善沟通、协调和帮办机制。进一
步完善县（区）、镇（街道）、村（社区）三
级政务服务协调机制， 建立良好沟通
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严格落实“首问
负责制”，减少推诿。针对老年人、残疾
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 要不断完
善帮办、代办机制，为老年人、残疾人
等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

在发展的新起点上，我们要坚持
人民至上，提“效能”、解“难题”，切实
办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
做好人民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从一件信访难题入手，铜陵市聚焦“急难愁盼”，全面倒查“首问
负责制”落虚落空问题，创新实行“‘说不’提级管理”制度。各机关、部
门、单位首问负责人，在为民办事过程中———

不说“不能办” 只说“如何办”

·记者博客·

铜陵市住建局在服务窗口承诺“不说‘不行’”。 该局要求首问负
责人在接待企业和群众时，按照“不说‘不能办’、只说‘如何办’”的原
则，予以办理答复。 本报通讯员 高凌君 本报记者 刘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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