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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张

旭长）6月 21日上午，九里山街道西苑

小区背街小巷西苑路上，崭新的柏油

路面沿着梧桐树荫伸向远方，施工人

员正忙着铺设道牙，加快推进新修道

路的收尾工作。就在半个月前，这些

路面还破损严重，加上游商小贩占道

经营，经常出现道路堵塞问题。

为扎实推进创文整改提升工作，6

月初，湛河区成立了 7个由区人大、区

政协县级领导干部任组长的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重点工作督导组，抽调相关

责任局委负责人共同参与，按照职责

分工，以老旧辖区综合改造等十项专

项整治工作为重点，对全区 10个乡（街

道）及责任单位进行全方位督导检查。

6月 6日上午，该区负责督导主次

干道和背街小巷整治工作的督导组发

现西苑路存在的问题，联系各责任单

位现场办公，明晰职责任务，量化整改

进度，要求九里山街道、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区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区城市管

理局等单位联合，引导流动商贩入店

入市经营；区住建部门与各规划建设

单位成立工作专班，精准施策，用好专

项资金，一体推进道路施工，半月内实

现了西苑路改造主体完工。

在具体工作中，督导组对照文明

城市创建测评标准及十项专项整治工

作进度安排，一线查找问题，建立台

账，实施销号整改。对于可以立行立

改的问题，督导组通过微信群直接将

问题发到责任单位，并电话告知责任

单位主管领导，要求 24小时内予以解

决，并采取防范措施，杜绝问题重复发

生。同类问题二次发生给予内部通

报，三次发生约谈单位一把手。

对于需要多单位共同参与、短时

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督导组通过一

线召开办公会，要求各责任单位现场

认领任务，进行工作对接，结合各自分

管领域工作职能，集中找方法、拿意

见，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形成工作合

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任务。

为做到问题即时发现、即时整改，

各督导组还分别通过微信群、张贴公

告等形式，公开问题反映电话，动员辖

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广大居民，及

时排查发现身边的问题，及时将问题

反馈到相对应的督导组。各督导组在

接到问题 12个小时内必须拿出合理处

置意见，并即时公布工作进度，随时接

受广大居民监督。

凡是纳入整改台账的问题，督导

组必须跟进督导，每天至少到现场一

次实地查看工作进度，提出推进建

议。对于工作进度快、完成效率高的

单位，由创文指挥部定期予以通报表

扬，并给予物质奖励。同时举一反三，

形成工作经验在全区范围内推广，以

全面提高创文整改实效。对于工作推

进迟缓的单位，由区督查局通过“蜗牛

榜”进行批评，根据社会影响程度，由

区纪检监察部门追究失职渎职责任。

“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创文专项督

导不仅是为了提升整改效率，更是为

了让各单位时刻牢记责任在肩，以扎

实工作服务社会、影响社会，进而形成

全民创文的社会氛围。”湛河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副区长马小帅说。

问题无遗漏 整改无死角

湛河区专项督导助力创文提质增速

湛河区环卫服务中心员工在火车站广场保洁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6 月 17

日上午，湛河区 2022 年上半年新

提任科级干部培训班和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典礼在湛河区机关

礼堂举行。

湛河区区长陈斌以《捍卫“两

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在新时

代湛河区高质量发展征程中奋勇

争先》为题，做了精彩的专题报告。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王伟对全

体学员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安心学

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以积极

的心态专心听讲、及时消化、学用

结合。要严守纪律，遵守各项规章

制度和疫情防控要求，党校要严格

管理。组织部要定期开展学风督

查，坚持严考勤、严检查、严考核，

确保培训班取得实效。

根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

例》和 疫 情 防 控 常 态 化 的 要 求 ，

湛河区委组织部和区委党校对此

次 培 训 的 方 案 设 计 、对 象 选 择 、

课程设置、疫情防控等进行了认

真研究、精心准备、严格把关，全

区 92 名学员将进行为期 1 个月的

培训。

湛河区新提任科级干部培训班和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92名学员接受集中培训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

张丹丹）“今天设计公司清理杨西

村水渠 80 米，砌花池 180 米，清理

建筑垃圾 10 车。施工单位安装房

顶树脂瓦 88米，砌墙一堵，水泥粉

墙 100平方米，喷白 50平方米。物

业公司和村委 50多人清理垃圾杂

物 10 余车……”6 月 22 日，曹镇乡

杨西村党支部书记李平周向曹镇

乡党委书记楚辉锋汇报当日工作。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按照省市安排部署，湛河区强

化领导、精心组织，全面安排、广泛

动员，念好“快、细、实”三字诀，动

员引导全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积极参与，推动“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坚持“快”字当头，精细谋划，

精准安排。从 5月 17日开始，湛河

区先后召开动员会、培训会、视频

会，对“五星”支部创建工作进行部

署安排。5 月 26 日区委常委会会

议对“五星”支部创建工作进行再

安排，同时明确采取县级干部分包

联系乡（街道）、直插村（社区）的方

式蹲点指导，解决难题；乡（街道）

采取“班子成员联村、党员联户”的

方式，分片包干，精准提升。区、街

道形成合力促创建，力保“五星”支

部创建工作扎实推进。

坚持“细”字着力，找准路径，

强化措施。湛河区 10 个乡（街道）

共有村（社区）104 个，哪个村（社

区）争创几星、如何创？湛河区委

组织部对照创建指导意见要求列

出了 56 项任务清单、17 项负面清

单、40 项软弱涣散清单，10 个乡

（街道）班子成员分包村（社区），对

照“五星”支部创建计划表 86项内

容逐项分析，摸底排查，如实填写，

对标定星，拟定创建措施和创建规

划。对存在错误的进行调整，对碰

触“红线指标”的进行降星处理。

最终，经市委组织部、省委组

织部层层审核，确定该区所有村

（社区）中拟创“五星”支部 2 个、

“四星”支部 10 个、“三星”支部 50

个、“二星”支部 40 个。6 月 17 日，

湛河区委组织部召开“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推进会，要求各村（社区）

对照创建目标和要求，着力查短补

弱，聚焦硬性指标重点内容，推动

所有支部争星晋级。

坚持“实”字托底，压实责任、

务实高效。湛河区委组织部成立

2个工作指导组，对拟创“五星”支

部的村（社区）一天一跟进，对拟创

“四星”支部的村（社区）两天一轮

次，进行指导。同时，区委组织部

班子成员蹲点跟进、区直机关下沉

助力、乡（街道）班子成员包星创

建，瞄准短板，精准提升。区里每

周召开一次党建联席会，汇报创建

进度，查短板、补弱项、解难题。针

对曹镇乡宋寨村、曹东村两个软弱

涣散村采取“县级干部+驻村第一

书记”的方式，摸清“病症”，一村一

策限期整顿，全区上下拧成“一股

绳”，推动“五星”支部创建工作有

质有效。

湛河区推动“五星”支部创建走深走实

“快”字当头“细”字着力“实”字托底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张旭

长）“居民办事基本不用出社区，我目前

真提不出什么建议。”6月 15日上午，接

到社区网格员陈小华关于征求改进便

民窗口工作建议的电话后，姚孟街道阳

光苑社区居民李海洋表示“很满意”。

湛河区以法治政府建设为抓手，坚

持全面推进依法决策、全面深化政务公

开、全面加强普法教育、全面从严监督

问责的“四步齐进”工作法，把法治建设

贯穿到工作的每个环节，为全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决策。湛河区制定

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等依法治区

管理制度，落实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制

度，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

项，坚持征求意见、公示、听证，进行合

法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去年以

来，湛河区各单位共聘请 71 名法律顾

问、5名法律专家库成员、2个咨询法律

机构，有力确保了政府各项工作在法治

化轨道上运行。

全面深化政务公开。围绕社会关

注度高的财政资金使用、重大项目审批

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

设等重点领域、重大事项，深入推进决

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

开、结果公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关注关切的问题，及时进行政府

新闻发布，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广度和

深度。目前，全区信息公开 3016 项，重

点领域信息公开 1253项。

全面加强普法教育。健全完善党

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政协支

持、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国家机

关人员学法制度，加强机关干部法治培

训，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领

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全面推行

“谁执法谁普法”工作机制，压实各责任

单位的普法职责。今年以来，湛河区借

助执法人员开展针对性普法 1200余起，

受益群众 10万余人次。

全面从严监督问责。扎紧权力“笼

子”，认真执行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等制度，主

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加大对重点工作

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力度，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今年以来，湛河区办理人大

代表意见建议 40 件、政协委员提案 92

件，办结率 100%。完成审计项目 89个，

节支财政资金 659.36万元。

推进依法决策 深化政务公开 加强普法教育 从严监督问责

湛河区“四步齐进”加快法治政府创建

本报讯 （记 者 孙 聪 利 通 讯 员 李

向平）“夏天到，孩子笑，水边河边要

管好……”6 月 13 日，在姚孟街道李乡

宦村，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手持便携式

录音喇叭循环播放防溺水注意事项。

暑假临近，湛河区从强化宣传引

导、问题整改、安全排查等方面入手，多

单位、多部门联防联控，找准问题，精准

发力，打好组合拳，共同筑牢青少年防

溺水安全防线。

强化宣传引导。在辖区各中小学

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队会、

国旗下讲话等活动，印发《致家长一封

信》、防溺水宣传页 35000余份，依托家

校微信群及政务公众号等线上载体，推

送防溺水应知应会知识、预警提醒。借

助公安民警、医务人员和游泳救生员开

展青少年防溺水专题讲座，覆盖师生家

长 10余万人次。

强化问题整改。构建防溺水工作

“九长”（区长、局长、乡长、校长、班长、

“村长”、组长、河长、家长）责任制，形成

上下联动、全面覆盖的防溺水工作责任

网格，及时对辖区内易发溺水事故的

河、塘、沟、渠和水库、湖泊等重点危险

水域进行排查整治，完善安全警示标

志，配置安全防护设施，组织巡查值守，

妥善做好应急处置。

强化督查督导。该区组建了 8 个

区级防溺水联合督导检查组，建立定期

会商、联合整治、相互函告等防溺水工

作督查整治机制，成立校园安全督查专

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督查。区教体局

10 名分包领导、56 名督学定期深入校

园、社区、乡村及河道两侧，对防溺水工

作进行督查，堵塞安全漏洞。

近段时间以来，湛河区防溺水工作

领导小组组织各乡（街道）和 16 家相关

成员单位出动宣传车 20 余辆，每天到

各行政村（社区）及河流沿岸重点宣

传。同时，借助居民小区（村）400余个

防疫小喇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

湛河区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督查与宣传

织密学生防溺水“安全网”

6 月 23 日上午，志愿者在河滨街道湾李中心幼儿园对孩

子们讲述“六不一会”等防溺水安全知识。

暑假来临，湛河区各中小学、幼儿园以“珍爱生命、预防

溺水”为主题，多形式深入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付炳鑫 摄

防溺水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

付炳鑫）今年以来，湛河区以“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逐步提

升政务服务、业务能力，通过设立

帮办代办专员、有诉即应窗口等，

不断探索、创新，打造服务至上、业

务一流的政务服务。

该区行政服务中心设置专职

帮办代办员，为辖区办事群众提供

“一对一”贴心服务，内容涵盖教

育、医疗、社保等与群众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确保群众帮

办代办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今年

以来，为辖区群众提供帮办服务

900余次，代办服务 200余次。

同时，该区行政服务中心开设

“有诉即应”窗口 22 个，对群众诉

求事项“接诉即办、一窗受理”。接

到群众诉求后，认真聆听、详细记

录，第一时间将受理单上报带班领

导，按照“125+X”工作法限时办结，

即 1个工作日内将涉及的法律、政

策等登记造册，2 个工作日内对群

众诉求事项协调办理，5 个工作日

内出具办理结果，对于“难办、棘

手”事项，组织相关部门集中研讨

办理。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深化完

善相关政务服务规范化、标准化、

制度化，努力为湛河区政务服务工

作新局面贡献力量。”区行政服务

中心主任祁晓露说，

区行政服务中心已提供帮办服务900余次、代
办服务200余次，开设“有诉即应”窗口22个

专员帮办代办 窗口有诉即应

6 月 23 日上午，曹镇乡曹东村

村民在忙着插秧。

麦收过后，曹镇乡群众充分发

挥高标准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作

用，灌溉、翻耕、平整，抢种水稻，田

间一片繁忙景象。目前，该乡 1.3

万亩（1 亩≈666.67 平方米）稻田插

秧已接近尾声。 闫哲 摄

曹镇水乡插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