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为了群众的“急难愁盼”
——扎旗全力打造“五个中心”一体化服务格局

□王越

近日，家住扎赉特旗音德尔镇
光明社区的陈虎、高其木格两位老
人切实享受了一次政务服务中心
提供的“上门服务”。原来，两位老
人均已 80 多岁，由于身体原因无
法到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不动产登
记证，这给两位老人带来了很大的
困扰。老人的家人将情况反映到
扎赉特旗社会治理中心。社会治
理中心接件后，将任务转派到政务
服务中心，政务服务大厅不动产登
记窗口立即派工作人员上门办理。
办完后，两位老人紧紧握住工作人
员的手说：“还是党的政策好，真的
是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

这是扎赉特旗“五个中心”联
动机制又一次发挥作用。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无论是
群众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还是
住房、看病、上学、就业，件件“小
事”都关乎群众幸福、社会和谐。
为帮助群众解决工作生活中的“急
难愁盼”问题，扎赉特旗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贯通社会治理
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政务
服务中心、融媒体中心、党群服务
中心，着力完善“五个中心”平台
建设，积极探索构建“五个中心联
动、多层级共享、一体化推进”的服
务新格局，以办事到位换来群众幸
福滋味。

畅通渠道 织密群众诉求信息
网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扎赉特旗以服务
群众为起点，以关注需求为基石，
坚持把察民情、访民意作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首要任
务。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垃圾堆
放占用消防通道，路边电缆掉落存
在安全隐患……这些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麻烦”该如何解决？“只
要在手机上下载‘扎赉特旗社会
治理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根
据需要点击‘问题上报’‘建言献
策’‘志愿服务点单’，上传诉求即
可。我们会派单到相应负责部门。
群众可以通过小程序随时查看处
理进度、结果并进行评价。”扎赉
特旗社会治理中心主任钟学立一
边在手机上点击操作，一边向记者

介绍道。
扎赉特旗正着力把社会治理

中心打造成接受群众信息的总平
台。社会治理中心通过社会治理
综合服务平台、网格化管理平台、
6512345 服务热线广泛收集社情民
意，及时受理、解决群众各类诉求。
同时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受理及网格员走访、政务服务
中心窗口受理、融媒体中心“吉祥
扎赉特”平台、党群服务中心“点
单式”“上门式”服务等方式进行
全方位征集，做到一站式受理、一
体化解决，“让数据多走路、让群众
少跑腿”。

办利民实事，解民生之忧。绰
神小区是扎赉特旗音德尔镇一个
老旧小区，由于车辆往来频繁，造
成污水井盖破损，存在严重的安
全隐患。小区志愿者贾俊杰发现
后第一时间将事情反映给社会治
理中心。社会治理中心将任务派
发给党群服务中心，随后，网格员
到达现场查看，联系住建部门更换
了新井盖并封闭好，消除了安全隐
患。

扎赉特旗广泛动员、延伸触
角，汇聚起社会共治的磅礴力量。
党的声音有宣讲、群众困难有帮
扶、文化活动有依托、志愿服务有
队伍，当志愿者、做志愿服务，在扎
赉特旗已成了一种自觉、一种习
惯、一种风尚。

走进扎赉特旗社会治理中心，
显眼的电子屏上，各个平台数据正
不断汇聚。社会治理中心依托大
数据资源优势，将群众在日常生活
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及各行业各
领域建设发展的意见建议，按照需
求类别分门别类，分拨到党群服务
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以及各部门单位，
实现信息共享。各级党群服务中
心、政务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完成、答复群众线上
问题，统筹调度线下问题。融媒体
中心对实事办理情况进行舆论监
督，对群众反映解决满意的案例进
行典型宣传，使民生事件办理看得
见、摸得着、抓得住，时刻接受老百
姓监督。

扎赉特旗依托“五个中心”联
动，开通“我为群众办实事”服务
热线，建立“融媒体平台接单、群众

在社会治理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平台点单、呼叫中心受单、志愿
服务办单、社会治理中心促单、政
务服务收单代办、党群服务中心协
同落单”的服务联动机制，推动五
个中心互通联动、分转办理、共同
服务。活动开展以来，办结群众线
上点单需求 196 件，解决呼叫中心
受理诉求 36 件，组织开展志愿服
务 362 场次，通过政务服务为群众
收单代办问题 206 件，党群服务中
心协同落单 714 件。

贯通联动 搭建实事办理连心
桥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办 实 事，关 键 在“实”字 上。

扎赉特旗紧扣保障基层民生需求
办实事，以坚持不懈的韧劲、真抓
实干的拼劲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

今年 73 岁的陆淑英是扎赉特
旗党群服务中心所辖的东升社区
的一名低保户，常年独居生活。由
于经济困难，老人所住房屋年久失
修，棚顶大面积缺损，不仅生活不
便，还存在安全隐患。东升社区在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民
心、解民愿”主题实践活动中发现
了这一情况，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点
单小程序将事情反映给社会治理
中心。社会治理中心接件后，分析
认为该事情不是群众政务、信访等
诉求，属于需求类问题，于是将任
务分转派发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接单后，
启动“五个中心”联动机制，调度
党群服务中心的网格员到达现场
查看房屋破损情况，正逢扎赉特旗
纪委监委在共驻共建社区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闻知困
难后，纪委监委组织党员献爱心筹
集房屋维修资金 3000 元。随后，
东升社区联系辖区维修队，以最低
价格上门维修。同时东升社区党
员干部、纪委监委党员志愿者、青
苹果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一同来到
老人家中为她修缮房屋，打扫卫
生。

“感谢共产党，感谢党的好政
策，感谢大家伙儿帮我修房。社区
工作人员一直很关心我，去年我生
病，社区还给我拿 1000 块钱办理
住院手续，我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
才好。”陆淑英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我们
社区网格员不定期入户，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为居民解决矛盾纠纷 8
起，帮助孤寡老人 11 户。”东升社
区党支部书记于洪梅介绍道。

平凡人，普通事，一旦以纯洁
信仰、高尚追求为精神底色，就有
了非凡的意义。

近日，刘先生将一面写着“热
情周到服务 高效规范工作”的锦
旗，送到扎赉特旗政务服务大厅林
草局窗口。刘先生介绍，他是吉林
省木材运输商，需从扎赉特旗往山
东省运输木材，而且 12 车木材已
经装车，急于办理森防站植物检疫
证。如不能及时下证，不仅耽误运
输时间，还会大大增加成本。窗口
工作人员白丽红得知情况后，立即
启动快速办理业务“绿色通道”，将
扎赉特旗发出方的审批事项办理
完成。但山东省接收方因系统网
络原因，迟迟没有回复确认信息，
而且超出正常等待时间。当时已
经到了下班时间，看到刘先生焦急
的表情，白丽红和窗口其他工作人
员告诉刘先生不要着急，只要接收
方回复信息，不论几点，他们都将
为其提供“延时服务”。经过工作
人员反复发送信息、电话沟通，终
于联络上了接收方，在多次与对方
核对修改木材运输地址后，最终于
晚 7 点前，将 12 车木材的森防站
植物检疫证全部办结。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政务服
务是否优质高效，直接关系企业、
群众的获得感。扎赉特旗政务服
务中心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为抓手，不断推出便民服务措
施，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来回
跑等问题。

民之所需，政之所向，力之所
至。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扎赉特旗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
渠道，及时了解群众所期所盼所
求，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推进“五个中心”联动，打造一
体化服务格局。从群众最突出的问
题、最现实的利益出发，下沉优质服
务资源，统筹运用传统阵地和新载
体新手段，着力打通凝聚人心、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让群众拥有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平安建设志愿者将“安全”送上门

志愿者为民服务

网格员与群众亲切交谈

社会治理指挥中心

社会治理中心热线接听

扎赉特旗联合接访中心

网格员向群众演示旗社会治理综合服务平台上报问题
操作方法

网格员下户采集商户基本信息

政务服务中心“蒙速办·一次办”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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