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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近年来，天涯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地域分布差异，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日俱增，凸显了许多民生问题，信访维稳压力相对较大。天涯区不回避矛盾，积
极探索党组织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有效途径，通过开展“抓党建惠民生”专项活动，既“造形”也“铸魂”，强
化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提升基层治理能力。3 年多来，该专项活动已成为天涯区各基层党组织联系服
务群众常态化的有效载体和党建品牌之一，取得“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良好成效。

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候鸟党员“迎双节 做月饼”活动。 黄世烽 摄

天涯区辖区卫生院与有关医院建立医联体河西分院，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王丽璇 摄

“抓党建惠民
生”专项活动开展
以来，全区机关、村
居（社区）、“两新”
党组织作出公开承
诺 民 生 事 项 364
项。截至目前，化
解矛盾纠纷102项，
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97项——

涯区各级党组织以增进群众福

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扛起党建工
作新担当。天涯区委大院小区是典
型的老旧小区，小区内道路破损严
重，老楼房屋顶一到雨季就漏水不
止，地下污水排管堵塞严重。今年，
天涯区住建局党组把老旧小区改造
作为“抓党建惠民生”专项工作承诺，
为小区内房屋进行防水隔热处理、重
新铺设水泥硬板道路和污水管道、统
一配置消防设施等。目前工程已完
工，既解决了安全隐患，也给小区居
民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小区面
貌焕然一新，群众交口称赞。

在天涯区，群众有困难首先想
到的是找基层党组织反映，“抓党建
惠民生”的服务效应厚植群众心中，
皆因这一品牌在首创之初秉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呼
应百姓需求、回应群众关切、温暖百
姓之心”的核心理念。收集的群众
民生诉求，无论难易，不分长短，天
涯区各级党组织不推诿，不扯皮，深
入调研，科学论证，制定具体可行的
措施和方案，不能解决的就耐心地
做好解释和回复工作，坚持做到有

求必应，有难必帮，有议必决。
活动开展 3 年来，天涯区各级

党组织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上
下一体，密切协同，主动作为，强力
推进，以夯实党建为基础，以创新社
会治理为动力，真抓实干，共解决
1488 项涉及百姓切身利益和长期关
心想解决又难以解决的的民生问题，
包括历史遗留的土地纠纷、住房报
建、自来水入户、道路硬化、路灯亮
化、垃圾清运、交通出行等具体问题。

能够取得巨大成效，构建机制
并一以贯之执行到底是关键，具体
可 概 括 为“ 基 层‘ 吹 哨 ’，部 门 报
道”。今年初，天涯区调研组收集汇
总基层需要解决的各类热点难点民
生问题，区委组织部根据职责分工，
由区委、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认
领”，基层党组织作出公开承诺，各
村居（社区）和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推
动，承诺各类民生事项限时办结，区
委督查室对进展和成效定期督办。

今年 4 月，南岛居辖区抱曼队
砖块结构的公共饮水蓄水池地基下
沉，导致墙体开裂无法储蓄山水；同
时，附近的抱冲队深井供水系统出

现故障无法运行，加之近来气候持
续干燥少雨，导致抱曼队和抱冲队
及周边约 100 户村民生活用水难。
网格长了解后将情况上报，南岛居
党委立即派人核实了解情况，制定
解决方法并上报区委，区委组织部
将该情况列入“抓党建惠民生”专项
工作范围，区农业农村局“认领”该
项任务，启用抗旱资金为抱曼队购
置 10 立方米容量的饮用水储水罐并
安装，并为抱冲村深水井更换深浅
泵，从而解决抱曼队、抱冲队等村民
喝水用水问题……这样的事例还有
很多，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和幸福
感进一步增强，干部也在下沉一线
真心办实事办好事中获得价值体现
和群众拥戴，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

以创新“党建+”思路解决出路，
破解多元社会新难题。2020 年，天
涯区委组织部在持续抓好“抓党建
惠民生”专项活动的基础上，把村居
（社区）党组织和“两新”组织党组
织纳入专项活动主体参与专项活
动，通过“两个创新”打开民生发展
新局面。一方面，各村居（社区）党

组织可利用服务群众专项经费自行
解决一部分民生问题，让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直通群众心坎上。
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也减
轻了机关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压
力，形成机关党组织与基层党组织
上下联动、合力助推发展的良好局
面。另一方面，将“两新”党组织纳
入“抓党建惠民生”专项活动中，把
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深度
融合，在服务民生上履行社会责任，
实现“党建+企业”协调发展、互促共
赢。截至目前，全区机关、村居（社
区）、“两新”党组织作出公开承诺
民生事项 364 项。

群众得实惠，企业树形象。三
亚长丰天然气公司党支部开展的

“抓党建惠民生，天然气充值宝”活
动，为天涯区 5 个党群服务中心和
13 个便民服务中心赠送“天然气充
值宝”，过去要到缴费点排队缴费
的“麻烦事”，变成了家门口就能办
的“顺心事”。疫情期间有效地减少
了人群聚集，复工复产也不用在充
气上耗费精力，赢得周边群众、企业
的点赞。

民有所呼，便有所应，党建引领惠民生

激活动力，成效显著，天涯区党建不断开辟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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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夯实党建工作基础，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我市各区纷纷

建起党群服务中心并投入运行，成效显著。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成
为党员开展活动的必要阵地，更是华丽转身为近距离服务群众的
重要渠道。去年以来，天涯区各党群服务中心（站）发挥“连心桥”
的作用，凝心聚力，加强管理，紧密结合党员群众服务需求，最大
限度为党员群众提供高效便捷、优质贴心的服务。

党群服务中心已成为三亚服务
党员群众、服务改革发展、提升组织
力、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
载体和平台，真正让广大党员群众在
身边看得见党的元素，听得见党的声
音，感受得到党的力量和温暖。

13 个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站）为党员群众架起“连心
桥”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国庆、
中秋“双节”来临之际，为让区党群服
务中心“长者饭堂”困难老人度过一
个愉快温暖的“双节”，连日来，天涯
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带着关怀
与祝福，为困难老人送上节日慰问品
和真挚的问候，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
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我腿脚不便，吃饭是个麻烦事，
‘长者饭堂’菜品丰富，营养卫生，送
餐及时，解决了我吃饭难问题。工作
人员服务周到，经常来看望我，现在
还送来了月饼、牛奶，我让很感动。”
84 岁的孔学珍老人握着慰问人员的
手表达谢意。

与孔学珍一样，今年 5 月开办的
天涯区级党群服务中心“长者饭堂”
为周边朝阳社区、友谊路社区、儋州
村社区和春园社区 4 个社区 60 岁以
上的老年人提供营养、便捷、安全的
配餐服务……这是党群服务中心为
民办实事好事的一个缩影。

天涯区委深刻把握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新要求，主动落实市委关于打
造“1+10+29+N”党群服务中心（站点）
体系建设要求，科学高效加强布局体
系化、功能综合化的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自去年 7 月 1 日第一个党群服务
中心揭牌以来。截至目前，天涯区已
揭牌 13 个党群服务中心（站），其中 1
个区级中心、9 个社区(村、居两新)中
心、3个服务站各中心(站)。

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该区是全
市第一个建成标准示范化区级党群
服务中心，是第一个在全市建有完整
三级服务体系的党群服务阵地，第一
个在边远山区贫困村建成党群服务
中心站点，第一个在全市与市图书馆
合作共建党群服务中心分馆及第一
个建成“长者饭堂”的党群服务中心，
第一个在全省建成服务两新组织的
商圈党群服务阵地及同时开设微信
及抖音公众号“天涯党群”进行宣传
服务。

其中，区级党群服务中心自今年
5 月 21 日揭牌以来，累计接待中央及
省市区各级参观考察团 130 余批次、
逾 2000 人次；累计主办、承办、协办
党日活动、教育培训、志愿服务、文体
娱乐等活动近 170 场次，惠及党员群

众逾 19000 人次，为广大党员群众架
起了“连心桥”。

助力一线“主战场”
汇聚党群力量

“您好！您吃不完的食物我帮您
打包吧！下午加热还能吃，这样不浪
费。”近日，在三亚风情街负一层美食
广场的牛排工坊，店主吴建龙对刚用
完餐正在结账的消费者说。吴建龙
介绍，该店不仅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关，确保牛排鲜嫩口感，杜绝以次充
好，争当诚信经营商户排头兵，还引
导顾客理性消费，避免浪费行为。这
是天涯区风情街党群服务中心引导
60 家 商 户 践 行 餐 桌 文 明 的 一 个 缩
影。

去年以来，天涯区各党群服务中
心结合大党委优势，以党建为引领，
凝心聚力，贴近群众，以“两代表”面
对面联合接待、抓党建惠民生专项活
动为抓手，以民生为落脚点，推进基
层协商民主，创新“党建志愿管家”模
式，助力一线“主战场”，汇聚党群力
量，积极应对“三个大考”，认真答好

“三张答卷”。
天涯区各党支部还每年认领群

众提出的问题，作为办实事的抓手之
一，解决的好不好、满不满意都在党
群服务中心有公示，群众每天来每天
看，党员干部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沉
在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上，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路上，实实在在的服务让
党群干群更加密切了，党群服务中心
还将工作延伸到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上。每个党群服务中心都充分利用
宣传屏发布贫困户待售农产品信息、
企业招聘信息，帮助解决农民增收问
题；在偏远地区梅村、南岛、马岭等地
建设党群阵地，辐射周边贫困户，助
推智志双扶；创新设置“微心愿”银
行，发动党员群众力量认领困难群众
生活中的问题。“微心愿”看似微不足
道，但小事情点亮了大温暖，暖了困
难群众的心；为助力扶贫，天涯区委
组织部正在红旗街社区街心公园党
群服务站建设扶贫超市，彻底解决建
档立卡户农产品销售问题。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期间，党员
群众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主动参
与、迅速行动，为群众提供物资、信
息、宣传教育，成为疫情防控战场的
红色先锋。值得一提的是，天涯区风
情街党群服务中心作为全国首家最
大规模的“地下”商圈党群服务中心，
紧紧抓住三亚发展空间经济契机，参
与党建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在凝心
聚力主城区经济建设，助力自贸港建
设天涯担当中正在发挥不可替代的
精神指引作用。（黄世烽)

天涯区高效推进党群服务体系建设，以
党建引领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

让基层党建
更有“温度”天涯区多措并举抓党建

强基提质惠民生

党建业务同频共振，完善了一
批基础设施建设。针对部分村、社
区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便民服务
等民生方面存在的问题，天涯区各
级党组织想方设法整合资源，多渠
道筹集资金，极大完善了基础设施，
促进了村、社区生产发展。

为方便社区居民和“候鸟”老人
能有一个良好的健身活动场所，马
岭社区党总支部自筹资金44万余元
建露天健身活动操场，丰富了居民
群众的业余生活。天涯区教育局党

委把红塘村、妙林村、马岭片村庄建
设公立幼儿园和公立中学作为承诺
事项，建设了公立红塘幼儿园、妙林
幼儿园和天涯中学，解决了村里孩
子上学难题。天涯区卫健委党总支
部把建立医联体作为“抓党建 惠民
生”承诺事项，联合 425 医院和河西
卫生院、三亚中心医院和凤凰卫生
院建立医联体，为辖区群众解决看
病难问题。新建社区党总支部倾听
居民诉求，对社区便民点统一设计、
规范、升级，在建港路和胜利路交叉

口为社区居民建设完成“一站式”带
遮阳棚的便民服务点，进一步完善
和规范便民服务。

针对影响基层稳定和谐的一些
民生问题，天涯区各基层党组织深
入联系村居（社区）开展矛盾纠纷、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特别是在房屋
报建、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民生
问题，各职能局积极处理解决，做到
一般矛盾不激化、不出村、不出社
区。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化解矛盾
纠纷 102 项，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97 项，解决房屋、道路、下水道等安
全隐患265项，解决了一批长期积累
下来的民生问题，确保了村居（社
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党建引领深入人心，增强基层
党组织的服务群众意识。通过“抓
党建惠民生”专项活动，天涯区各基
层党组织为民办实事服务意识得到
了明显增强。区委组织部牵头打造
13 家党群服务中心（站），为党员群
众提供一个教育学习交流红色家
园。红旗街社区党总支部主动开展

“三无小区”脏乱差问题排查，清理
解放一路百川阁楼顶等高空垃圾。
三亚湾社区党总支部积极开展疏散
和灭火演习、消防知识普及讲座，提
高居民的消防意识。哈医大三亚鸿
森医院党支部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
义诊活动，帮助居民做到疾病早发
现，早预防，早治疗。各基层党组织
通过服务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
众，赢得了群众，让群众念党情、记
党恩、跟党走。

“我们将继续坚持‘书记工程’，
解决基层‘疑难杂症’”。天涯区委
有关负责人称，该区“抓党建 惠民
生”专项工作涉及的民生问题多、领
域广，光靠组织部门推动远远不够
的，该区将把解决各类民生问题和
承诺事项作为各级党组织书记的工
程，充分发挥党委、党支部统揽全
局、协调各方面的作用。坚持用好
考核这个“指挥棒”，将“抓党建惠民
生”专项工作作为“书记抓党建述
职”专项考核的主要内容，列为年度
党建考核重要指标。（黄世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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