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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委书记说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目标之一就是“为民服务解难
题”。秀山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建立了“及时发现、快速解
决、动态清零、长效巩固”监测机制，
组织县、乡、村、组“四级帮扶力量”。

我们全覆盖排查农户，建立问
题、任务、整改、责任、效果“五张清
单”实行台账管理，开通收入、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
全、户籍“六条专线”分类解决突出
问题，通过干部“跟访”、教师“跟
学”、医生“跟诊”、银行“跟资”、专家

“跟产”、电商“跟销”、企业“跟岗”
“七个跟踪”服务方式巩固成果。今
后，我们将结合主题教育，一月一摸
排、一月一清零，确保不留死角漏
洞，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秀山县委书记王杰:

高校书记说

在主题教育中，我们急群众之
所想、所盼、所困，紧盯师生们反映
强烈的问题，办好大家需要解决的
实事，增强师生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如我们应学生需求，及时
拓宽学生公寓洗衣房的用地面积，新
设自动洗衣机 37 台，干衣机、洗鞋
机各4台，为学生生活提供便利。

在教学条件改善方面，我们在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支持下，投入经
费3.77亿元，积极推进学院新校区
一期扩建项目建设。新校区总建筑
面积约为15万余平方米，主要用于
修建教学大楼、图书馆、学生宿舍、
实训楼、食堂、运动场及室外配套工
程等。一期工程将于2020年7月竣
工投用，将更大程度地满足师生们
的学习、生活、工作需求。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彭超：

基层书记说

三江街道地处城乡接合部和渝
黔要道，居住的城镇居民较多，物业
管理存在着“无人管、无人问”现象，
居民意见很大。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以来，我们请群众列出“清单”，
采取“靶向治疗”。针对居民反映的
背街小巷路灯不明等问题，我们整合
了200万元进行整改，目前部分问题

已得到解决；对于投入资金量较大的
公厕问题，我们先对41座公厕定期
清掏，分成三年逐一分批整修；对于
增设公交站问题，我们已向相关部
门申请，公交站地块已初步落实。
同时，我们还通过发动群众组建志
愿者队伍，解决日常巡逻、空巢老人
服务等问题，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
能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服务。

綦江区三江街道党工委书记吴秀斌：

群众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区里、部门、街道的领
导，多次到我们社区了解情况，加速
了南岸浦老厂区的技改搬迁进程。

现在大烟囱不冒烟了，也闻不
到难闻的气味了，公路上的灰尘也
少多了，我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
好，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我们这儿

交通方便，离涪陵城区也近，位于
长江边，景色很不错。听说政府要
在原来化工厂的地方搞休闲旅游，
让我们这儿又兴旺起来。既然政
府关心我们，我们肯定要支持配
合，深信政府会把我们的居住环境
建设得更加漂亮，让我们有更多的
幸福感。

涪陵区龙桥街道南岸浦社区居民马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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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过程中，镇里在收集意见时，辖区不
少群众反映：服务中心越建越好，干部
入户越来越少。”11月1日，渝北区木
耳镇党委书记杨旭接受重庆日报记者
采访时坦言，坐班干部增多、走访基层
变少，干群距离就会拉大。

以木耳镇白房村为例，该村便民
服务中心设置有综治、党建、环保、计
生、便民服务等5个岗位，7名村干部
和一名志愿者就有5人在便民服务中
心坐班，只有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和
志愿者有时间下村。

白房村距离渝北两路城区仅14
公里，开发任务重。“我们忙不过来、他
们忙不起来。”村党总支书记贾朝元
称，人居环境整治、公路建设、水保项
目、危旧房改造、产业发展等工作常常

让他们忙得晕头转向，但便民服务中
心5个窗口各司其职，每个岗位也离
不开人，“看上去合情合理，就是业务
量不大。”

无独有偶，木耳镇华晖路社区便
民服务大厅设有10个岗位，全社区13
名干部，就有10人坐班。该社区党委
书记许雪梅称，辖区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6655户业主共15000多居民，甚至
还有外国居民。社区服务仅仅依靠便
民服务大厅办理事务是不够的，社情
民意的搜集、楼院管理等问题还是要
靠进院入户去了解。

面对村居干部存在的“机关化”
倾向，木耳镇将如何破题？为减少坐
班干部、强化进院入户，从今年9月开
始，木耳镇在全镇范围内创新推行“三
三制”工作方式，即：在便民服务中心

设置三个综合服务岗位，建立“三人一
岗”每周轮流坐班机制；成立三人小组
走访群众（1名村居班子成员、1名专职
干部、1名网格员）；建立三级民情分析
研判机制，切实提升服务群众的实效；
村居每周会商一周工作情况，驻村工
作组每月进行一次工作总结，镇党委
每月研判一次村居、驻村工作组解决
不了的问题。

“力求做到既保障服务大厅正常
运转，又引导村居干部到一线搜集民
意、解决问题。”该镇党委组织委员王
晶介绍，现在木耳镇辖区的村居便民
服务大厅只设置了党群服务岗、社会
事务岗、综合治理岗位，将之前所有事
务划归融合到这三个窗口办理。同
时，对全镇村居干部进行政策知识、业
务办理培训，让村居干部熟练掌握一
岗多能业务，既确保了“三人一岗”办
理机制正常运行，也能让他们在走访
群众时宣传政策、答疑解惑。

石阳是白房村综合服务专干，学
的是计算机专业，在村里工作了4年，
一直在便民服务大厅坐班。实施“三
三制”工作方式后，10月的最后一周，
轮到石阳、贾朝元等3人走访群众。
10月29日那天，他们到25组督促便
民路修建。

“要保证1米宽、10厘米厚哈。”石
阳称，过去大部分时间都在坐班，现在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村，既熟悉了一
线情况，又能学习基层工作经验，还能
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只坐班不行，我们年轻人更需
要到一线去锻炼。”

80多岁的刘少德是木耳镇良桥村
人，因生病搬到场镇上居住。前不久，
负责残疾人工作的良桥村干部石春艳
给刘少德送手杖时，发现老人瘫痪在
床。根据老人的情况和意愿，石春艳
现场承诺帮其申请添置一辆轮椅。这
件事让石春艳认识到，残疾人的情况
是动态变化的，不到现场就发现不了
真实情况，“现在，我有时间定期走访
全村42名残疾人，随时了解他们的最
新情况。”

华晖路社区要求每位社区干部
每月要走访 30 户居民。过去由于
大多数社区干部白天都要在服务大
厅坐班，只能下班后去夜访居民。
负责综合治理的梅凌燕称，好几个
干部的孩子只有一两岁，以前晚上很
少有时间照顾孩子，“现在好了，我们
可以白天入户了解情况，晚上照顾家
庭了。”

“就是要让村居干部到基层一线
去锻炼、去学习，去了解情况、解决问
题。”杨旭说，实践证明，“三三制”有效
促进了工作开展，密切了党群、干群关
系，也减轻了基层干部的压力。

渝北木耳镇推行“三三制”工作法

刹住村居干部“机关化”倾向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胡莉雯

近日，正在重庆市三合监狱服刑
的高某，为偿还债务须变卖其名下位
于云阳县南溪镇的房产，因本人不能
到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
窗口办理手续，特委托其父母同买受
人代为办理过户。然而，高某的父母
无法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书，办件受阻，
心急如焚。

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
记中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急群众所
急，想群众所需”，当即联系高某服刑所
在监狱，派出工作人员到位于万州区分
水镇的三合监狱为其办理“面签”过户
手续，开展了一次特殊的“上门服务”。

今年以来，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先学一步，边学边改，在不动产登记领域
找差距、抓提升，通过线上、线下、线外

“三线”发力，推行线上“零跑腿”、线下

“跑一次”、线外“主动跑”，按下服务群众
“快捷键”，跑出不动产登记“加速度”。

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
记中心副主任郑先锋表示，不动产登
记关系干家万户，关系老百姓切身利
益，抓“放管服”改革，要首推“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改革，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

因此，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不
动产登记中心通过建立不动产抵押登
记业务远程申报系统、自助服务查询
系统、档案管理系统，将不动产抵押登
记以及与抵押登记相关的转移登记、
变更登记服务延伸到银行金融机构，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实现了
线上“零跑腿”。

据统计，主题教育启动以来，云阳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累

计办理抵押登记1257件，登记抵押金
额达10.5亿元；档案自助查询机已完
成自主查询打印1594次，占不动产登
记档案查询总量的48%。

在线下，云阳规划自然资源局不
动产登记中心又将税务、银行、住建受
理窗口深度融合，实现不动产交易、税
收、登记窗口共融、人员共驻、信息互
联，推行不动产交易登记“一窗受理”。

如今，在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综合受理窗
口，已基本实现“进一个门，取一个号，
交一套资料，办多件事情”。

线下“最多跑一次”，办事群众尝
到了“放管服”改革带来的甜头。而简
化流程“加速跑”，则是该局着力深化
的又一项改革。

该局将土地房屋首次登记办结时

限从15个工作日缩减至4个工作日，
存量房转移登记办结时限从7个工作
日压缩至2个工作日，通过网签的二
手房交易压缩到1日内办结。特别是
办理不动产交易、税收、登记，30分钟
即可完成。针对不方便领取证书的人
群，还通过邮政快递免费寄送。

9月至10月，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
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累计办理土地房屋各
项登记3534件，其中首次登记19宗、转
移登记1378件、二手房网签交易85件。

针对不能到窗口办理登记的特殊
群体，他们采取“提前预约、上门服务”
的方式，推行线外“主动跑”，面对面解
决群众问题，实现“干部多跑腿，群众
不跑路”。像高某一样，9月以来，已有
6人次享受到特殊的“上门服务”。

此外，对于房地产权证办理中的遗
留问题，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不动产
登记中心组织专人，实地开展专项调查
3次，妥善化解办证遗留问题141户。

“三线”齐发力，群众少跑腿。云
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通过主题教育促
服务提升，有效解决了群众所急、所
愁、所盼，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三线”齐发力 群众少跑腿
——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以主题教育促服务质量提升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近
日，彭水县纪委监委民生监督室和
棣棠乡纪委的几名纪检监察干部来
到棣棠乡黄泥村，向黄泥村9组22
名群众退还因该村村委会主任徐立
明不认真履责而少领的17140多
元种粮直补款。重庆日报记者从彭
水县获悉，该县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问题，着力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拿到“迟到”多年的1021.2元
种粮直补款，黄泥村9组村民朱万
于连声感谢纪检监察干部为他们解
决了一桩“烦心事”。据查，在
2013—2017 年期间，身为黄泥村
村委会主任的徐立明，因业务工作
不认真，在为农户填报种粮直补面
积时，造成多户农户直补面积与计
税面积不符，其中22户农户直补面
积比计税面积减少0.32—6.2亩不
等 ，五 年 间 少 领 种 粮 直 补 款
163.39—3165元不等。了解事件
缘由后，彭水县纪委监委民生监督
室和乡纪委认真核实，将22户村民

少领的种粮直补款一一发放到位。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彭水县纪委监委会同17家
县级部门制定了《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漠视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实施方案》，聚
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聚焦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
腐败”问题等4个方面22项突出问
题实施专项整治，着力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
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针对专项整治中罗列的“严肃
查处在产业项目扶贫、对口帮扶、落
实惠民惠农资金以及扶贫工程的贪
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优亲
厚友、吃拿卡要”等问题，该县今年
来已查处产业项目扶贫、对口帮扶、
扶贫工程中贪污侵占、截留挪用等
问题14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
人，诫勉谈话8人，警示谈话5人，
提醒谈话4人，批评教育1人，责令
作出书面检查1人，责令1个单位
作出书面检查。

迟到多年的种粮直补款终于到手了
彭水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服务中心越建越好，干部入户越来越少。据渝北区
木耳镇调查，近年来，随着基层便民服务中心的不断完
善，村居干部坐班的多了、进院入户的少了。有的村7名
村干部，5人在服务大厅坐等群众上门；有的社区13名干
部，仅有书记、主任有时间走访群众。

面对村居干部存在的“机关化”倾向，木耳镇将如何
破题？

11 月 6 日，江北区十八中教职工
楼，居民们乘坐加装的电梯上下楼。

“爬了 19 年楼，今年终于可以坐电梯
回家了。”家住此处的林代坤和邻居们
说。该区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将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工作
纳入区重点民生实事加以推进，切实
解决群众急忧问题。目前，全区已有
10栋老旧住宅楼增设电梯通过审批，
十八中教职工楼和山水家园小区等5
部增设电梯已投入使用。

记者 崔力 摄

江北推进
老旧小区电梯改造

广安“341”现代工业产业产值超千亿元
11月1日，在广安市邻水县经开

区，四川嘉逸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里，40多名工人正在赶制一批今年
新研发的几款摩托车。几天后，这批
共计500多辆摩托车将全部被运往非
洲。

“今年公司新拓展了非洲市场，一
大批摩托车被销往非洲。”四川嘉逸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白彬说，随着
公司国际市场的不断拓展，现在每个
月都有大量订单，这些订单主要来自
东南亚和非洲。

国际市场的不断拓展，让四川嘉
逸股份有限公司这家装备制企业收获
满满：今年 1—9 月，公司出口额达
1200万美元。

四川嘉逸股份有限公司的快速发
展，得益于广安市委提出的加速构建

“341”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即加快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3个支柱产

业和生物医药、食品饮料、先进材料、
轻工服装4个优势产业发展，同时积极
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推动广安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

去年，广安市委主要负责人接连
前往各区市县、园区调研，了解广安工
业发展现状、梳理掌握存在的问题。
广安市委五届六次全会上明确指出，
广安产业体系不优、核心竞争力不强、
市场机制不活、发展质量不高等问题
比较突出。

如何以更实的措施推动各方面工
作取得突破？广安树立“以工强市”理
念，提出构建“341”现代工业产业体
系，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集群，以工业经
济大突破带动区域经济大发展。

对此，广安组建了“341”现代工业
产业体系工作专班，每个产业由1名
市领导联系指导，定期深入区市县（园
区）和项目现场，协调解决产业发展中

出现的问题困难，市委主要领导每季
度听取1次专题汇报；坚持“一县一特

色、一园一支柱”发展思路，对全市
“6+1”个区市县、园区的主导产业进

行了规划布局；聘请中科院成都分院
编制“341”现代工业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组织编制《广安市重点产业布局指
导目录》《广安市信息化管理暂行办
法》《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实施意
见》等，引领“341”现代工业产业健康
发展。

此外，广安还成立了首期规模2.1
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采
用“基金+产业”新模式，主要投资于高
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节能环保与新材料等产业，为
广安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同时，广安还先后出台了促进工
业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激励措施、民营
经济25条等扶持政策，正在筹建起始
规模1.5亿元的广安市工业发展政府
引导基金。2019年，市级工业发展专
项资金额度提升到1亿元，较以往年度

翻了一番。
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广安在

“341”现代工业产业体系的指引下，每
个区市县都有自身特色的工业园区和
主导产业，园区之间错位发展，现代产
业集群正加快形成，广安工业发展朝
着结构更优、产业更强的方向前进。

今年1—9月，广安573户规上企
业工业总产值1297.5亿元，同比增长
10.4%。其中，“341”现代工业产业
421 户规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060.1亿元，同比增长12.3%，对全市
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达95%，“341”现
代工业产业已成为广安工业的主干和
支撑。 黄辉 陈玲

四川嘉逸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摩托车准备远销非洲 摄/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