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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惠民生 实干担当聚民心

滨城区市西街道探索
“三个三”
机制，
深化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解决
“急难愁盼”
问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志勇 田中岳 通讯员 潘妍君 董高峰 张姗姗
今年以来，滨城区市西街道高站位谋
划、高标准组织、高质量落实，扎实开展
“我
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惠民实效，用心用情
用力为群众解决
“急难愁盼”
问题。

“三聚”：把群众期盼作为
工作的着力点
聚民生。全市首家街道
“三合一”
社工
站在市西街道成立，全市第一家志愿者学
院在市西街道成立；172 名低保残疾人接
受助洁、助餐、助医等服务，40 户精神残疾
家庭接受社区康复及社会融入活动培训；
街道探索形成
“四个三”
城市品质提升工作
机制，先后 10 次全员参与“品质滨城、你我
同行”
新时代文明志愿服务活动，打造魏鑫
家园、许家小区、双湖家园、大学生创意城
打造大学生创意城等示范点位，
引领街道城市品质提升攻坚战提质增效。
等示范点位，引领街道城市品质提升攻坚
市西街道打造社工服务站，
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
战提质增效……今年来，市西街道以
“办实
事、解难题、颂党恩”为主题，深入基层、广
泛问需、精准施策，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
题，用心用情用力，全方位提升家门口
民生服务质量，用一件件民生实事
全方位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民有所盼，我有所为。今年
来，市西街道大力推动为民办实事
项目，将人民群众的期盼作为工作
的着力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
期待新需求，切实推进为民服务的
精准性。”市西街道党工委书记王
永涛介绍，街道年初确定的“我为
群众办实事”10 项重大事项目前已
经全部按时保质完成。
聚发展。截至目前，街道新落
户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滨州分
开展廉政教育。
公 司、碧 桂 园 翡 丽 公 馆 商 务 综 合
体、全季酒店招商引资项目 3 个，上
报吾悦广场、瑞府三期、德坤华府、
雨污分流 PPP 项目等招商引资项
目 5 个，项目总投资额达到 71.95
亿元，目前到位资金 8.56 亿元，完
成全年任务指标的 114%。截止到
10 月 31 日，街道完成地方财政收
入 29379.92 万元，占全年目标任务
街道主要负责人现场调度全科大网格工作。
的 95.31% ，超 收 3691.59 万 元 。
2021 年，市西街道在招商引资、城
群 众 办 实 事 ”项 目 清 单 ，成 立 了
党组织的督促、指导、帮扶作用，班子成员
化干部职工的责任担当，架起与群众情感
中村改造、城市品质提升、基础设施
“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专班，明
和各社区书记实地调研、听取意见，一竿子
交融的桥梁，把实事好事办到服务对象的
建设等方面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
确时间表，压实责任人，确保民生
插到底，按照“逐一清零”的要求拿出切实
心坎上。
卷”
，
为经济发展打下了更加坚实的
实事有抓手、有效果。街道围绕
可行的措施，破除落实中的梗阻。
强引领。市西街道将“我为群众办实
基础，
提供了更加强劲的动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接国家卫
依托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1 所 22 站” 事”纳入街道未来 5 年事业发展的总体思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市西
生城市复审、城中村改造、
“ 全科
体系，市西街道深入推进“一社区一品牌” 路、主要目标、发展远景和重大举措，确保
花海、湿地、植物园的建设，勾画出市西街道沿黄
街道将“马上就办、认真去办”作为
大网格”建设、城市党组织建设等
建设，形成了以彩虹湖
“七彩服务”
、双湖社
未来 5 年“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有目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貌。
根本遵循，大力开展“我为企业发
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制定领导班
区“三会五步”为代表的社区特色服务模
标引领、有指标约束、有项目支撑、有措施
展解难题”活动。在大幅度缩短办
式，开展爱心义诊、关心残障人士等服务活
保障。为此，街道高标准打造了 108 个网
子成员和党组织书记“我为群众
证时间、简化办理流程、优化服务
办实事”目标清单 128 份，总计承
动 89 次，围绕“三八”妇女节、端午节、中秋
格党群服务站，建设了党校小区、液化气小
质量的基础之上，街道组织网格员
诺事项 316 项，确保我为群众办实
节等节日，开展便民为民服务 300 余次，惠
区等 18 个精品服务站，促进社区党总支居
分批分次进企业做调研，用数据说
事活动落实到位。
及群众 8000 余人。
委会公共服务和党群服务中心功能有效延
话 ，及 时 掌 握 每 个 企 业 的 动 态 变
在积极探索“三无小区”长效
小街村是市西街道位于黄河滩区唯一
伸，推动党的工作全覆盖，实现服务群众零
化，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联
治理机制工作中，街道走出了一
的村居。为进一步保障小街村群众的生命
距离。
动人大代表"双月十""季度双联"和
条“党支部+议事会+红色物业”的
财产安全，街道认真落实黄河滩区村庄旧
强制度。街道建立常态化联系服务群
政协委员“社情民意日”活动，针对
居民自治新路径。通过与专业物
村台改造提升工作，对小街村的村台进行
众工作机制，开展“常态化全员联户、常态
企业的困难和需求，集思广益，想
业公司签订入驻服务和代管协
了护坡处理，硬化村内道路，实施雨污分流
化入户遍访、常态化问题整改、常态化主题
好办法，抓好落实，让企业真正体
议，以“开荒式”治理的方式对 26
改造，建设无动力污水处理设施，为小街村
宣传、常态化督导问效”
活动，广泛、认真地
会政府的温度和关怀。
个小区进行综合整治，实现三无
安装路灯 72 盏，改造旱厕 140 户。
听取群众的各类诉求 500 余件，征集对基
聚生态。花海、
湿地、
植物园，
香
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目前，市西街道已经办结
“我为群众办
本公共服务领域及街道社区各项工作的意
葱、葡萄、小街湾，绿道、鸟岛、海棠
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
实事”清单中的 152 个事项，群众满意度超
见建议 200 余条。
园，骑行道、车行道、黄河大道……这样
强问效。街道设立
“我为群众办实事”
过程中，街道历时 2 个月，对堤东
过 95%。特别是街道推动实施的改善液化
简单易懂的
“自我介绍”
，
形象地勾画出了
赵村种植大棚间 3 公里的路面进
气小区积水问题、解决民安馨苑小区电动
实践活动督导专班，定期召开督办会议，督
市西街道沿黄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貌，
让人
行硬化，对电路进行了改造，共架
车存放难问题、纾解堤东赵小葱运输困难
进度、看成效、解难题。结合定期召开的全
印象深刻、
过目不忘。
设电杆 46 根，电线 9000 余米，快
等十余件民生实事，
群众满意度达 100%。
面从严治党专项检查和督办专班会议，定
液化气小区、党校校区等 18 个精品服务站建
1月2日完成西谢居委会城中村改造工
速解决了堤东赵村特色农产品的
期跟进项目清单相关责任站所任务推进情
设，促进社区党总支居委会公共服务和党群服务中
作，4 月 5 日完成姬家沟居委会城中村改造
种植、运输难题，也为“一村一品”
况，严督实导重点任务落实。结合重点工
“三强”
：
把实事好事办到
心功能有效延伸。
工作……今年以来，
市西街道依托沿黄优美
工作的提质增效探索了有实效、
作综合评估，跟进各站所、社区“我为群众
群众的心坎上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有利位置，因地制宜，在
办实事”实践活动成效，加强分类指导，确
可复制的路子。
习教育，制订《市西街道党史学习教育实施
全力推进沿黄村居城中村改造、
改善群众居
实在做。市西街道坚持一线工作法，
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群众满意。
方案》，结合实际，在学习中激发动力，在学
今年以来，市西街道突出引领作用，强
住环境的同时，
大力发展城郊型休闲观光产
“当面说、实地看、现场改”，突出强化上级
习中解放思想，
在学习中找出思路。
业，推动
“一三”
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社会
街道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
，
成为黄河中下
作为理论学习的重中之重，纳入各党支部
游高质量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全年主题党日、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为服务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重点项目
习和
“两委”
任职培训等各类党员活动。组
黄河植物园建设，市西街道在确立了
“一把
织党员干部到杨柳雪
“不忘初心”
党性教育
手”
负总责的基础上，成立黄河植物园建设
基地参观学习，瞻仰伟人风采、重温入党誓
服务工作专班，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跟
词。人大代表宋磊开展“党史文化”阅读
踪服务。同时，街道落实项目联络员制度，
会，录制音频分享“红船故事”。发动老党
帮助指导项目施工方抓好疫情防控、环保、
员志愿者组成
“志愿宣讲团”
，深入学校、走
安全生产等措施，全力推进服务黄河植物
进课堂，让青少年了解老一辈的革命精
园建设的精准化，实现服务黄河植物园建
神。在微信公众号“精彩市西”创建“百年
设
“全程化”
。
风华·党史回眸”
专栏，每天分享党史知识，
今年来，为推进社区治理更加精准化
积极参与学习强国、
“ 滨城融媒”App、大
精细化，引导社会志愿组织积极参与基层
众网党史竞赛等平台组织的学习竞赛活
社会治理，市西街道在彩虹湖社区成立了
动，营造崇学比学赶学的浓厚氛围。
志愿者学院，成功孵化出以丁口爱心帮扶
市西街道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
队等为代表的 131 支志愿服务队，并为志
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愿服务队进行专业的指导和帮助。截至目
边学习、边部署、边落实。制订《
“我为群众
前，各类志愿服务队已常态化参与街道创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多次召开
建全国文明城市、防汛、秸秆禁烧等基层工
专题会议，集中听取、研究、协调民生实事
作，为街道社会治理注入了新鲜血液。
推进中出现的问题。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永
涛，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亮亮带领
“三实”：把群众关切作为 班子成员靠前指挥，根据《方案》、针对问
工作的晴雨表
题，逐条逐项现场调研指导工作。
实际抓。根据《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实处谋。市西街道全力开展好党史学
践活动的实施方案》，市西街道列出“我为
发展城郊型休闲观光产业，
推动“一三”
产业融合发展。
社址：
滨州市黄河 5 路 338 号 邮政编码：
25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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