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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满意是一切工作的衡量标准

□ 田俊雅 侯文斯

“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群众

便没有党的一切，我们要时刻把群众满意

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工

作的衡量标准。”这句话是县委书记张校

平经常对全县干部讲的一句话。在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调研活动中，我县干部用行动

再次证明了这句话中那沉甸甸的份量。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活动开展以来，我县要求全县党员干

部要切实转变作风，大兴实干之风，开门

纳谏，从群众最盼、最急、最怨的突出问

题改起，切实解决问题。

“尊敬的郑县长，双石铺新建路ｘｘ

楼盘每晚通宵施工，造成家人无法正常

休息 , 严重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希望

县长帮我们解决一下！”去年 7 月 30 日，

网友“钟西”在县政府网站上给县长留言。

看到留言后，县长郑维国立即安排执法局

进行调查，确认网友反映属实后给施工单

位下发了整改通知书，第二天晚上晚 10

点，该工地上的机器轰鸣声戛然而止。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调研活动中，我

县采取“确定一名民情联络员、发放一张

民情联络卡、设立一个民情意见箱、公布

一部民情电话、开通一个民情邮箱”的五

个一方式畅通民意渠道，要求干部抛开面

子请进来，面对面座谈，放下架子走下去，

心贴心交流。据统计，全县共发放调查问

卷约 1.2 万份，领导干部记调研民情日记

6852 篇，利用网络问政“政民互动”栏目，

收集民生意见建议 576 条。

县政协主席张斌在双石铺镇调研时，

了解到村民进城销售瓜果无固定市场等困

难后，及时反馈到县综合执法局，局长柏

红卫带队深入 150 余户村民家中、田间地

头征询村民意见后，决定在县城临时设置

季节性农副产品销售点 6 个，解决农户买

卖难问题，并安排综合执法队员积极为那

些年老体弱村民提供人性化服务，帮助进

城瓜农销售水果 14 万余斤，帮扶群众 650

人次，提供销售信息 40 条，创造经济效

益 5 万余元。城管卖瓜一时传为佳话，陕

西日报记者为此撰文评论：城管卖瓜，真

正实践了服务为民，执法为民的要求，真

正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落实到了群众

的需求上，落实到了干部的行动上。

在县上主要领导的带动下，全县干部

积极深入基层一线和生产建设工地搞调研、

解难题、办实事，一场以走基层、察民情、

谋发展、促落实为主题的县镇两级领导干

部调研抓促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之中。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问题找出来了，群众想什么、急什么、

盼什么情况掌握了，就剩下一个字“干”。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调研活动中，我县

将“查摆问题动真格，立行立改见实效”

摆在关键位置，解决问题反对用会议落

实，提倡“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的

实干精神。

河口镇副镇长蔺斌，走访中了解到该

镇沙坝村、韩农庄村的群众养殖林麝、大

鲵的积极性很高，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发

展。该难题上报到镇联席会议后，不到一

个月授信额度 1555 万元的 311 张农行金

穗卡发放到农民手里，农业、水利、科技

部门也开始在全镇开展林麝、大鲵和中药

材种养技术培训。有了启动资金，学到了

种养技术，两个村的群众农忙刚一结束，

就建起 4 个林麝圈舍、5 个大鲵养殖场。

群众高兴地说：“这下我们致富有了奔头。”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袁宏斌在留凤关

镇寺沟村调研时，了解到该村群众对跳羌

舞情有独钟，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服装有些

美中不足，时隔两周，寺沟村群众便收到

了县委宣传部送来的 30 套价值 2 万余元

的羌族服装。县人大副主任汤巧玲在坪坎

镇倒贴金村走访时，现场协调水利部门提

供 10 吨水泥和 100 米管道为该村解决饮

水工程困难，又协调县人大为该村文化活

动室落实了办公桌椅。县劳动就业局在河

口镇下坝村调研时了解到因低温冻害苹果

病虫害严重时，立即联系县果树站专家到

该村进行技术指导，为群众解决燃眉之急。

凤州工业园区在马鞍山村调研时，发现该

村防汛堤部分受损后，立即拨送了价值万

余元的铁丝、编织袋等防汛物资……

像这样立查立改的事例举不胜举，为

切实让群众受益，我县在全县党员干部

中通过开展“大下访”、推行公开承诺制、

实行联席会议、出台重要政策等关键举措

真问实解，取得了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

显著成效。全县共组建农民合作社 49 个、

专业协会 7个，建立镇便民服务中心 9个、

村便民服务站 100 个、聘请村民情代理员

504 名。在调研中查找问题 5601 个，已解

决1403个，其余问题经梳理归类为909条，

现已解决 799 条，落实资金 2363.7 万元，

需要县级协调解决的 102 条问题已明确责

任单位和整改要求，正在积极予以整改。

落脚点就是让群众得实惠
翻越秦岭进入我县的第一站，便是风

光旖旎的东河桥村。近年来，因为我县旅

游的蓬勃发展使这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最

美乡村。每年 4 月开始，这里游人便络绎

不绝，村民刘慧玲率先在村里办起了农家

乐。几年过去，附近的农家乐发展了几十

家，岭南豆腐宴的名声也不胫而走。刘慧

玲告诉笔者，多亏县上发展旅游，她的“岭

南人家”生意在旺季几乎

日日爆满，除他们夫妻二

人忙碌外，还要在村里雇

三、四个人帮忙，每天收入都在千元以上。

豆腐宴的火爆同时也带动了该地区大豆种

植、豆腐作坊的生意。据不完全统计，该

镇直接及间接从事旅游服务业的农民多达

1100 余人，人年均收入万余元。

践行群众路线的落脚点，就是让群众

得实惠。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调研活动中，

我县坚持“民生优先”的发展战略，在做

大经济“蛋糕”的同时又分好利益“蛋糕”，

始终把产业发展带给群众的效益放在首位

进行决策。振兴工业，使全县工业企业解

决就业 2.8 万人；发展旅游，新增宾馆饭

店 18 座，休闲农家 120 余户，家庭宾馆

38 户，带动就业 1.3 万人，农民收入增

速连续四年位居省市前列。

让人人共享发展成果，不是一句空话，

我县坚持每年在财政支出预算的时候，都保

证有80%以上的资金用于民生项目。通过

每年的“人人共享幸福十大工程”，教育上

率先实施了免费蛋奶、交通费补助、公办幼

儿园全覆盖，城乡孩子享受同等条件的十三

年免费教育；医疗上，率先实行了乡镇卫生

院“先住院后付费”的诊疗模式；养老上，

率先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轨执行；

住房方面，全县2.6万名群众从深山老林搬

迁到公路沿线，在全市率先实现国家级生态

镇全覆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山青水秀地

干净已成为凤县的鲜明特征。

如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调研活

动正在我县如火如荼地开展，针对群众反

映突出的问题，有关部门正踏踏实实一件

一件地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这

不仅让群众看到了县委县政府转变“四

风”的决心，也为教育实践调研活动取得

实实在在的效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我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调研活动纪实

本报讯 1 月 16 日晚，县社会福利中心多

功能厅歌声飞扬，舞姿翩跹，五保老人欢聚

一堂，认真欣赏全体职工表演的节目。《我们

走在大路上》、《欢腾的草原》、《绿旋风》、《国

家》等二十多个节目，舞蹈、民歌、诗朗诵、

双簧等多种表演形式，令现场的观众如痴如

醉，歌声、笑声、掌声汇成欢乐的海洋。

这台文艺联欢晚会，是福利中心为喜迎

新春举办的以“我的梦 · 中国梦”为主题的

系列庆祝活动中的一项。当日还举行了书画、

摄影、手工作品展和登山越野比赛。全体职

工通过活动在提升素质、展示风采的同时，

牢固树立了“弘扬孝道文化，忠诚五保供养事

业”的职业理想，孤寡老人在欢声笑语中享

受了天伦之乐，提前过了一个热闹的“大年”。    

                （张斌利）

本报讯 “春风万里辞蛇岁，笑语

千家入马年”。1 月 20 日，县文化广

电局组织开展的“春联送万家”活

动在黄牛铺镇正式启动，一幅幅寓

意吉祥和充满祝福的对联，为百姓

送上特别的新春礼物。

当日，天气严寒，但在黄牛铺镇的

文化广场上气氛却十分热烈，暖意融

融。6 位书法爱好者秉笔挥毫，各显身

手，村民们争相上前索要免费春联。当

天，书法爱好者为村民送上近 800 副对

联，把浓浓的年味和新春祝福送到村民

的家门口。看着一幅幅吉祥喜庆、墨宝

飘香的春联，村民脸上堆满了笑容。“看

着村民拿得高兴，我们写得也高兴。”

书画爱好者冯志高介绍，县文化馆每年

都开展免费送春联活动，作为书画爱好

者，能够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百姓送去

祝福，心里也很高兴。

据悉，“春联送万家”是我县文化

下乡活动的重要内容，李林仓、张会龙、

胡凤生、周建世、周志林等 6 位书画

爱好者参与了此活动。活动将持续至

本月 27 日。              （秋夏成）

敬老院里歌舞欢

免费春联乐万家

本 报 讯 1 月 16 日，

县妇联举行了妇女儿童民

生项目救助金及“妇女之

家”配置物品发放仪式，

当会向全县 58 名贫困母

亲、10 名维权救助对象

发放救助金 8.3 万元，为

凤州村等七个村的“妇女

之家”发放了价值 2.8 万

元的电脑、打印复印机、

照相机、电视机等配套设

备器材。

近年来，县妇联主

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积极争取各方资金用于

妇女儿童民生事业的发

展，先后实施了妇女之

家建设、贫困妇女儿童

维权救助、贫困母亲救

助、贫困妇女“两癌”

救助、民办园所补助等

多个项目。两年来，累

计争取妇女儿童民生项

目资金 39.02 万元。其

中，创建省级“妇女之

家”示范点 14 个，精品

点 4 个，发放规范化建

设资金 7.72 万元；“两

癌”救助 29 人，发放救

助金 4 万元；贫困妇女

儿童维权救助 96 人，救

助金额共计 19.5 万元；

上报贫困病残儿童 6 名，

争取救助金 1.2 万元；

为双吉幼儿园争取补助

款 3 万元。

 （田俊雅）

本报讯 为有效防止食物中毒事故发生，让广

大群众度过一个欢乐、平安的节日，县食药监局从

1月 20 日起，对全县拟开展“年夜饭”服务活动的

餐饮单位启动备案登记。 此次备案范围以大中型餐

饮单位、火锅店为重点，要求年夜饭承办单位如实

填写《凤县 2014 年餐饮单位年夜饭备案表》，继续

做好食品及原料的进货验收与登记，坚持集体聚餐

食品留样制度，留样量不少于 100g，留样时间不少

于 48 小时，并要有留样记录；要严格遵守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做到食品加工制作有专间、专人、专

用消毒设施、专用冷藏设施和专用工具；要严格禁

止外购散装直接入口熟食制品进入饭桌，确保“年

夜饭”健康安全。                     （药监局）

承办年夜饭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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