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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风建设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

“正如你们晚报所说，‘感恩奋进·拼搏赶超正在改变西宁’。经过几
个月的推进，我们感受到了力量。我们有信心把感恩奋进·拼搏赶超打
造为我们的品牌，成为我们的力量之源幸福之源魅力之源。”

6月18日，由西宁晚报社、城西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感恩奋进、拼
搏赶超进社区活动举行。

城西区海晏花园小区，活动现场气氛活跃而热烈。
区属单位负责人来了、31 个社区的负责人来了、企业家代表来了、

社区群众也来了………
“感恩奋进、拼搏赶超，‘十四五’期间，我们要聚力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西宁？”“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广场上，群众一边观看精彩
节目，一边踊跃抢答知识问答题。

文化长廊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正在展开。
“我为我市大力开展的作风建设点赞！这项工作抓到了关键、抓到

了点子上，通过四个月的转作风促发展，我们看到了西宁发展的精气
神，感受到了西宁党政干部在变化、西宁招商引资力度之大前所未
有。”虎台社区居民庞国栋说。

“当前，在全市，力争上游、竞相赶超的干事氛围越来越浓，我们
城西区致力走在前作表率。根据市、区作风建设推进会部署要求，城
西区认认真真、实实在在检视问题、寻找差距。我们看到，还存在科
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产业辐射广的重大项目储备少，发展后劲不
足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辖区经济发展，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城
西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办公室主任王青说。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城西区委
区政府深入分析区情定位，该区建立了区级领导干部包保重点项目和
重点企业责任制、设立联点政企招商分中心等机制，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先后带队去上海、武汉、深圳等地进行招商引资，赴上海麦当劳
汉堡大学与麦当劳中国快速增长区域总裁进行洽谈，并就入驻模式进
行探讨。目前全区上下形成大抓招商、大抓服务、大抓发展的良好氛
围。

“真没想到，职能部门服务能这么贴心。企业切实感受到了营商环
境优化带来的便利。前一段时间，我们把延长夜间营业时间等两个问
题反映给相关部门后，他们立即上门帮助我们解决。大家感慨，企业
真的多了位‘随叫随到、无事不扰’的‘服务员’。”西宁唐道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李风贞说。

“作风建设给我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社区服务更暖心了！”新
宁路西社区居民祁晓峰说。作风建设带来社区服务大提升，考虑到空
巢、独居老年居民多，部分老年居民办事不便，社区工作人员将移动
办公桌“搬进”小区，搬到了居民家门口，将服务送到老年居民身边。

“全市作风建设推进会要求，要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抓起。社区就
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我们努力及时感知社
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眼下正在解
决同仁路14号、16号、18号楼院门禁问题，解决了红房子一家属院公
共区域地下管网老化漏水问题，切实提升了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学院巷社区党委书记李海娟说。

“真没想到，活动搞得这么成功！原本以为围绕作风建设召开座谈
会，大家会说一些场面话、客套话，没想到基层干部、企业家代表和社区
群众都争相发言、意犹未尽，纷纷把心里话掏出来了。”城西区委宣传部
负责人说。

参加了感恩奋进、拼搏赶超进社区活动，记者备受鼓舞：“比想象得
还要好！”“咱们的干部真踏实！”“作风建设正在全市如火如荼扎实推
进。”“作风建设正在进一步激活西宁。”“感恩奋进·拼搏赶超正在改变西
宁。” （记者 小言）

把感恩奋进·拼搏赶超打造为西宁品牌

“作风建设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转变，如
今职能部门更具亲和力，脚上沾了泥土，把
群众的急事当成了自己的大事，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走街串巷，与我们拉家常、听取
我们的意见，现场为我们解决困难，这样的
作风转变得好，这样的作风转变得及时，这
样的作风我们都欢迎。”在座谈会上，西宁
新华联购物中心品质部经理汪永昉在提到
辖区各部门的作风转变时频频点赞。

汪永昉说，辖区各个职能部门的作风
转变她看在眼里，如今职能部门深入企业检查走访更加侧重于实实在
在解决企业问题。如何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如何替企业分忧、如
何帮助企业引进人才等问题，成为了辖区职能部门研究的重点、努力
的方向。在受助的过程中，企业受其影响自身团队建设也在发生着悄
然变化。城西区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企业相信在这样的氛围下，该区的
未来将更加美好。 （记者 一丁）

看演出、学精神、说感受、谈经验……6月18日，城西区海晏花
园小区里锣鼓喧天，人头攒动，一场别开生面的感恩奋进、拼搏赶
超进社区活动在举行。小区内小小的文化长廊，被居民、干部围坐
得满满当当，作风建设座谈会上，干部群众踊跃发言。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这样兴奋了，晚报的这个活动让我
们更加真切感受到了西宁感恩奋进、拼搏赶超的浓厚氛围，也
更加坚定了我们干好工作的热情！”谈起晚报的感恩奋进、拼
搏赶超进社区活动，大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听说晚报正在这里举办活动，我就来了，这个活动办得真是
太好了，有节目，有知识问答，通过活动我了解到西宁的发展建设
情况，让我备受鼓舞，我相信未来西宁会越来越好！”从附近匆匆赶
来参加活动的市民张闽表示。

活动现场，写满作风建设内容的展板前，总有人意犹未尽地阅
读着、品味着。“晚报这个活动搞得很及时！把‘感恩奋进、拼搏赶
超 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的精神送到家门口了，展板上
的内容我逐字逐句细细读了好几遍，领悟更深了！”老党员庞国栋
说道。“看过展板后，原来社区为我们办了这么多好事实事，作风建
设我们就是最大受益者！”社区居民刘娇说。

“备受鼓舞”“坚定信心”“感恩奋进、拼搏赶超”……在接受晚
报记者采访时，大家的共同心声是：“晚报活动令大家感恩奋进的
劲更足了，拼搏赶超的劲更足了，向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进发的劲
更足了！” （记者 樊娅楠）

“作风建设我们一直在抓！小区线路
老化、停电，我们积极联系多部门，争取
在最快时间内恢复供电；为空巢老人打
扫卫生，为残疾人送午饭，陪他们一起过
节……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居民服务，就是
要想方设法提供周到的服务，尽可能让老
百姓高兴满意。”带着这一片真诚的感情，
车生挺和同事完成了一项项棘手的工作，
化解了一个个敏感的问题。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医财巷东社区开
展作风建设以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医财巷东社区的发展卷轴
上，顺民心厚民生，务实为民办实事，增进群众福祉是一条贯穿始终的
重要脉络，也是医财巷东社区推进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社区始终把民生服务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切实转变干部作
风，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为切入点，按照‘重心向下、民主向前、民
心向上’思路，努力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及时解决群众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进一步融洽党群关系，拉近干群距离，为群众构建
和谐幸福的环境。”车生挺说。 （记者 樊娅楠）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为辖区企业服务，
如今在城西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这
一理念已深入到每一位员工的心中、根植到
了他们的骨子里。让企业少跑路、为企业纾
困、营造良好的辖区营商环境，这就是我们
作风转变、回馈企业的具体做法，今天我也
听到很多部门在作风转变方面的好经验，在
今后工作中，我们还要努力改进、继续提升，
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座谈会上，城西区发展
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办公室主任王青谦虚
地说。

在王青看来，局里作风转变的开端源自于制定的“三大方案”，通过
方案的贯彻落实，局领导督导检查21个包保项目23次，及时处理和解决
了项目单位提出的困难问题。局里还对接了9家招商分中心、赴17家重
点企业调研，对提出 23 个问题困难进行逐一摸排解决。如今辖区已经
形成大抓招商、大抓服务、大抓发展的良好氛围，局里干部职工拼搏赶超
的干劲十足，每件事情都能做到当日事当日毕，服务企业的主动性大大
提高了。 （记者 一丁）

“我们真没想到，一把手不仅亲自来到企
业，还就企业提出的延长夜间营业时间等两个
问题立即进行安排，不拖拉、不推诿、不虚浮、
不做作，让我们企业暖了心。现在企业有问
题，他们随叫随到，越来越贴心了。如今我们
企业干劲十足，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发挥着各自的优势，聚力向现代美丽幸福大西
宁进发。”在提到职能部门的作风转变速度和
效率上，西宁唐道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综合
管理部主任李风贞充满了感激之情。

市区作风建设推进会召开后，城西区实行了包保联系制度，由区
“一把手”亲自带队深入各大联点企业，在走访中，西宁唐道商业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所遇难题进行了反映，没想到
包保领导现场办公立即进行解决。职能部门作风进一步转变了，企业
也要转变作风，如今企业也实行了“投诉不过夜”制，为有困难的商家及
时处理解决问题。 （记者 一丁）

“职能有边界，服务无边界。税务部门
责任重大，作风建设就是要转变我们以往的
观念，多为企业服务、多为纳税人服务，要当
好辖区企业的‘娘家人’，帮助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更好地改进税收工作，建立起税企‘亲
情’关系。这正是我们转变作风、狠抓落实
的具体体现。”在作风建设进社区活动座谈
会上，城西税务局副局长陈有军感受颇深。

市区作风建设推进会召开后，城西税务
局迅速行动，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
了辖区的纳税人身上，通过多次走访、回访、自查问题，推出了十大类
30 项便民措施，如今 95%以上的纳税人都可以通过网上快速办理业
务；通过减并申报表，将原有的9项税种合并成一个表，还极大减轻了
企业的负担；压缩了17项业务的办税时间，大大提高了纳税人的便利
度……此外，还设立25项的“首次违法不罚款”制度，也让纳税人觉得
税务机关多了几分热情和亲和力。如今的城西税务局，从上到下说文
明话、办文明事，凝聚力和执行力大幅提升，辖区纳税人越来越认可这
个“娘家人”了。 （记者 一丁）

6 月 18
日 ，感 恩 奋
进、拼搏赶超
进社区活动
走 进 城 西
区。城西区
海晏花园小
区文化长廊
里 ，机 关 干
部、社区工作
人员、居民代
表、企业代表
等在座谈会
上交流感受、
分享经验、提
出建议，为深
入落实全市
作风建设推
进会部署要
求、以作风建
设新成效推
动西区发展
取得新突破、
聚力建设现
代美丽幸福
大西宁建言
献策。

“很荣幸，我今天能够参加到感恩奋进、
拼搏赶超进社区活动，听着机关、社区、企
业、居民多位代表与大家分享作风建设经
验，谈感受、提建议，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当前
西宁比学赶超、大抓发展的浓厚氛围。”冷湖
路社区委员冯静说。

“社区治理是政府惠民政策落实‘最后
一公里’的重要环节，开展作风建设、发展社
区服务与建设新型社区，成为当下社区建设
的迫切要求。作为社区工作人员，我们要将
作风建设深入到日常工作中，扎扎实实开展
为民服务。”冯静表示，今年以来，她所在的冷湖路社区制定相应制度，
通过入户走访、民意调研等方式，征集微心愿，了解居民群众“急难愁
盼”，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把作风建设做深做实。

“居民群众以前‘不知道找谁办’‘事好难办’‘一件小事跑几趟都
没办成’的苦恼得到了解决。在群众最急的事上显真情，在群众最需
的事上办实事，在群众最盼的事上动脑筋……在社区工作中，我们用
心用情当好‘居民服务员’。”冯静说。 （记者 樊娅楠）

“楼道乱堆乱放、小区垃圾死角都不见了，社
区工作人员主动‘找问题’，帮助群众解决各种急
事、难题，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不光环境越来越好，
社区服务也更完善了。”对于作风建设带来的这些
变化，庞国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在座谈会上，庞国栋说，“现在我所在的小区
正在加紧进行改造，为社区带来了新气象，除了外
墙保温、安装门禁，社区里还提升了绿化……大
家别提多开心了，今年肯定又是一个暖冬！”

不同于机关工作，社区工作直接面对群
众，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有些甚至是家长
里短。作风建设开展后，虎台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小区楼院、深入居民家
庭，倾听群众意愿和诉求，充分尊重居民意见；坚持依靠群众，以群众工
作的方式破解难题、促成共识，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现在我哪儿都不想去。社区环境
特别好，熟人又多，住着很舒心！”庞国栋说。 （记者 樊娅楠）

“作风建设给我带来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社区服务更暖心了！”祁晓峰在座谈会上说道。

从以前的“群众跑”变为“我为群众提前跑”；
从以前居民办事“跑多次”变成了“尽量跑一
次”……今年2月以来，西宁开展作风建设，所在
的新宁路西社区服务有了较大变化。社区中空
巢、独居老年居民多，部分老年居民行动不便，办
理养老业务、退休年审等成了他们的“忧心事”。
为此，社区工作人员将“移动办公桌”搬进了小区，
搬到了居民家门口，将服务送到老年居民身边。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经常对居民认可的好做法、好
经验进行总结，及时调整工作方法，切实将居民的呼声落到实处。

“作为一名社区作风建设义务监督员，如今耳边时常听到的都是居民对社
区服务的各种点赞。社区工作人员倾听群众心声，尽心竭力解决群众关心的

‘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服务，当好社区居民的贴心人，不断提
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真是太暖心了！”祁晓峰说。（记者樊娅楠）

让居民烦心事变成舒心事
车生挺 医财巷东社区委员

为企业纾困更具亲和力
汪永昉 西宁新华联购物中心品质部经理

用心用情当好“居民服务员”
冯静 冷湖路社区委员

服务企业的主动性提高了
王青 城西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办公室主任

现场解决问题职能部门真贴心
李风贞 西宁唐道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

当好辖区企业的娘家人
陈有军 城西税务局副局长

社区面貌更加焕然一新
庞国栋 虎台社区居民

瞄准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
祁晓峰 新宁路西社区居民

欢迎这样的活动再多些欢迎这样的活动再多些

全市作风建设推进会召开已四个月了！四个月
来，各地区、各部门把作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
置，强抓转作风的自觉，把握转作风的形势，保持
改作风的定力，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各项工作不
断取得新突破。在城西区31个社区，这种力量为社
区干部提振了信心，大家干劲更足了；这种力量让
为民服务的宗旨更加深入人心；这种力量让一个个
社区收获了居民众多点赞。

“西宁晚报感恩奋进、拼搏赶超进社区活动非
常有意义，当前感恩奋进、拼搏赶超氛围越来越浓
厚，作风建设座谈会为辖区31个社区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交流、沟通、分享平台。”医财巷西社区党委
书记李洪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晚报能在这个关
键时期举行进社区活动大为赞赏。

“通过作风建设，我们建立了学习、问题、整
改‘三张清单’，将老旧小区整治成效作为检验作
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打通惠民服务的‘最后一百
米’。社区以海晏花园示范小区为辐射点，成立

‘七彩志愿’服务网格管理，帮助小区孤寡老人看
病、帮助困难群众就业，收获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
评。”李洪安继续说到。

“作风建设开展以来，我们社区一方面积极落实
会议精神，一方面不断改善和提升工作态度和服务

能力，通过设立居民投诉意见箱、民情账本、群众
来物登记簿等小举措，使群众对社区的工作更加理
解。前两天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家的水管突然漏
水，通过社区设立的24小时快捷服务措施，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赶到王奶奶家，为她关闭了漏水的阀
门，并于第二天早上上班后立即派人进行了维修，
确保了王奶奶的正常生活，王奶奶随后给社区送来
了锦旗。如今这样的锦旗隔三差五就能收到，群众

的口碑正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我们在今后的工作
中还将继续努力为居民服务。”虎台社区党委书记
秦文花感受颇深。

“社区每天接触最多的是群众，服务的对象也
是群众，作风建设开展以来，我们工作人员干劲足
了、信心强了、服务态度改善了、执行力提升了，
居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为满足辖区居民
不同的需求，社区‘两条腿’出发，开展线上线下
多种服务，不断满足群众诉求，啃最硬的骨头、接
最烫手的山芋、挑最重的担子。通过今天座谈会的
召开，我也学习到了辖区单位和其他社区好的经
验、好的做法，今后将及时改进，推出更多便民措
施，让辖区居民生活得更幸福。”冷湖路社区党委
书记刘毅暗暗下定了决心。

（记者 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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