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5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1年2月20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王光磊 张迎春
电话：3186761

滨州市滨州市““最美信访干部最美信访干部””候选人风采候选人风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隆卫 通讯员 刘敏

王金凯，毕业于山东广播电
视大学，大专文化，自 2012 年至
今任高新区小营街道办事处信访
助理，工作能力强，勇于创新，尤
其善于做群众工作。不管在什
么位置上，都能以积极认真的态
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干好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高新
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默默无

闻地作着贡献。因工作成绩突
出，他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
认可和好评。2020年，他被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信访局
授予“山东省信访工作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自参加工作以来，王金凯一
直奋斗在基层一线，热爱基层，任
劳任怨，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做好

事，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送到
困难群众身边，忠实履行了一名
基层信访干部和人民调解员的职
责和使命。

2020年，王金凯共接待来访
群众 101 批次 283 人次，批次同
比下降 64.9%，人 次 同 比 下 降
27.8%，信访事项受理率 100%，
答复率 100%，办结率 98%。重
点敏感时期实现到省、进京“零
上访”“零登记”目标，为维护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
献。

滨州市高新区小营街道办事处信访助理王金凯：
基层成长起来的“信访专家”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弘扬时代新风，讲好

信访故事，教育引导广大信访
干部以先进为榜样，更好履行

“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职责

使命，国家信访局开展第二届
“寻找最美信访干部”活动，滨
州市信访局同步开展全市“寻

找最美信访干部”活动，对各县
市区推荐的候选人事迹进行集
中展播。

在滨州市信访局，有这样一位
信访干部，他用热心、爱心、善心、
公心架起了党和政府与群众间的

“连心桥”，信访群众把他当亲人，
一声“小王”喊得格外亲切；身边同
事赞他为“能人”，“工作样板”“改
革先锋”“领跑队长”成了他的标

签。他，就是滨州市信访局网上信
访中心主任——王玉亮。

2003年，他脱掉军装，转业至
滨州市信访局，从事一线信访工作，
如今已有十八载。十八年来，他始
终以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转业军人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牢牢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忘初心
讲担当，换位思考讲实效，不拘一格
讲创新，当好群众的知心人、贴心
人、暖心人，尽最大努力让群众带着
问题来，载着满意归。近3年来，他
接待群众9000余人次，转办督办网
上信访事项21400余件，推动解决
信访事项20000多件，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信访干部“为民解难，为党分
忧”的初心使命。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

关情。自从进入信访战线以来，他
始终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逐
渐摸索出自己的一套“信访经”，在
别人看来很棘手的信访案件，到他
那里驾轻就熟。他把群众网上来
信当成家书，经常看到深夜乃至次
日凌晨，最多的时候一天阅办群众
网上来信40多件。他常常为了群
众的一件小事，跑前跑后，连喝口
水的时间都没有；他常常为了群众
的一点困难，寝食难安，一直到事
情解决才放心。2020年，他牵头
办理网上信访事项9195件，及时
受理率、按期办理率均为100%，山
东省信访局交办的 5件“四个重
点”网上信访事项率先在全省实现
实体性化解。

他热爱学习，善于钻研，坚持

把先进的信息化技术运用到工作
中，不断探索创新网上信访工作实
践，承担了多项省级试点建设任
务，致力于打造网上信访主渠道，
大力推广“滨州信访码”，打造信访
服务新模式，在全省网上信访领域
树立了标杆。他先后9次被评为
滨州市“优秀共产党员”；8次年度
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2004年
被评为“滨州市驻京值班先进个
人”和“全市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并记三等功；2019年被表彰为“滨
州市第七届道德模范”“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安保维稳工作先进个
人”。他所带领的滨州市网上信访
服务中心也战绩不俗，群众满意
度、网信占比和重复信治理等9项
重要指标均走在全省前列，先后获
得滨州市2018年度创先争优优秀
成果奖、2019年度市直事业单位
绩效考核先进单位和滨州市2020
年度“工人先锋号”等荣誉。

滨州市信访局网上信访服务中心主任王玉亮：
群众疾苦放心上俯首甘当孺子牛

孙俊，女，1980年3月出生，现
任滨州市信访局接访科科长。

2001年12月18日，对孙俊来
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刚刚大
学毕业的“理工女”成为一名信访
干部，那时的她对于“信访”的概念
还是一知半解。经过几年的磨砺，
2006年 4月，她调整到接访审理
科，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成为
一名一线接访员。

十多年来，她与信访人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在广大信访群众眼
里，她更像自家的亲人，勇于替上
访人说话、耐心倾听上访人倾诉、
体谅上访人难处，是上访群众的贴
心人。在长期的来访接待工作中，
她深深地体会到：信访接待工作不
只是一碗水端平的现场断案，也不
只是依法裁定的一纸文书，而是群
众怨气的“出气筒”、社会矛盾的

“减压阀”，是党委、政府联系人民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多年来，她始终坚持“事要解
决”的理念，协调处理各级受理信
访事项2万余件。十九大召开期
间，单位人员调配紧张，她自己一
个人坚守接访大厅2个多月，经常
加班到深夜，协调县区和相关部
门，确保每一件来访事项责任落实
到位，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她始终严格践行一名党员的初
心，时刻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做好
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纽带，
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个信访
人心中。自从事信访工作以来，她
荣立信访工作三等功4次，多次被
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

滨州市信访局接访科科长孙俊：
“理工女”练成接访“铁娘子”

滨州日报社拟通过2020年度
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部
署，滨州日报社对以下57名持证人员进行了2020年度新闻记者证核
验工作。现将拟通过核验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王 锋 李志武 黄佩杰 韩俊亮 邱 芹 李伟伟 赵玉祥
张 燕 李振平 刘志勇 王 辉 张 莹 丁春贵 李 默
荆常忠 肖 静 程海莉 田中岳 李淑霞 孙 娜 刘新国
吴爱华 张迎春 杨向军 罗 军 葛肇敏 任 斐 樊 飞
赵海军 田 军 管林忠 王光磊 段常敏 王文慧 任凤林
朱维青 王庆国 周 昆 裴庆力 孙文杰 刘东渤 李洪勇
张玉霞 刘红梅 刘清春 郭向春 张 康 张 婵 杜 强
王 娜 孙霄彤 孙磊平 高 超 牛国华 胡旭阳 王守和
任 宵

举报电话：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3360273
山东省新闻出版局（0531）51775927

滨城区市西街道以党建为引领，
坚持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积极践行
为民情怀，探索构建“网底式”全要素
社会治理体系，将专项治理、系统治
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
合起来，417名网格员甘当群众的“勤
务员”，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助力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

横到边，纵到底，织密治理“兜底
网”。围绕“六个滨城”建设总目标，街道
深入研讨城市运维模式，积极推行“党
建+网格”社会治理模式，把党建工作触
角向网格延伸，按照社区建支部、网格
建小组、“两新”组织进网格的思路，精心
打造以社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
——党员中心户为基本框架的基层党
建组织体系，将生活、工作在社区网格
内的各类党员全部“网”进党组织管理。

为增强网格的承载力、亲和力和
向心力，街道2020年建成网格党群服
务站36个，社区网格党支部65个，楼
宇党小组 430 个，党员志愿服务队
155个，着重打造以彩虹湖社区“一核
三元多形态”、双湖社区“三会五步”、
碧林花园社区“五个红色谱系”为代表
的“一社区一特色”基层党建社会治理
新模式，打造了以天场瑞府红色物业
为代表的功能型物业党支部34个，并
定期组织开展社区党委、居委会、业委
会、物业、网格员参加的五方联席会，
形成“网格事务党员管，社区事务大家
办”的基层治理“兜底”新体系，以“党
建+”的优势为群众提供个性化、多元
化“兜底式”服务需求。

横向上，纵向下，唱响服务群众
“协奏曲”。街道积极推行“三级网格
化”社会管理机制，街道作为大网格，8
个社区分中心作为中网格，22个社区
为小网格，94个基础网格，对社会治
理事项统一受理、协同处置，促进辖区
诸多资源的有效整合。街道在417名
网格员中优选出94名专职网格员，全
职纳入网格管理，将辖区民警、巡防队
员、流动人口协管员、社区志愿者纳入
兼职网格员队伍，落实专职网格员薪
酬待遇和兼职网格员补助标准，制定
了《市西街道全科大网格奖惩机制》，

实行竞争上岗，让专职网格员干事有
激情、待遇有保障、晋升有渠道。街道
417名网格员成为社会治理主力军，
服务群众的贴人心。

沉下去，浮上来，矛盾在社区“熄
灭”。街道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
理，着眼于解决群众最急最盼最忧最
怨的问题，不断提高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的能力和实效，依托“市西街道智慧
联动指挥平台”，充分发挥网格员“铁
脚板”优势，深入开展以村居党员、村
居代表、信访户，家族代表、困难户为
主体的“六必访”大走访活动，把群众
需求摸到位，对辖区群众有关社会治
安、矛盾纠纷方面的求助、诉求和有关
矛盾纠纷，进行联动处理、督办、反馈，
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做到统一受
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处理、限
期办理。2020年，街道共接到基层村
居“两委”成员思想现状和履职情况反
馈信息600余条；农民就业、外出务工
增收等现实问题反馈信息120余条。
深入了解群众对本村“两委”班子的工

作评价，收到群众对乡村振兴工作的
难点和意见40余条。网格员沉下去，
民意浮上来，矛盾纠纷在社区“熄灭”，
是对“枫桥经验”的新拓展。

为唱响服务群众“协奏曲”，实现
为民服务“零距离”，街道在辖区医院
学校、农贸商超等重点场所、重点区域
安装80余个摄像头进行实时监控，同
时在城管执法、安全监管、环保检查等
站所的巡查车辆上设置了5个流动服
务站，对于巡逻中发现的问题立即处
置，对需要帮助的群众现场就可提供
力所能及的服务，需要上报的通过手
持终端设备上报至“市西街道智慧联
动指挥平台”协助处理。去年以来，街
道通过摄像头发现施工工地扬尘污染
源头、安全生产隐患等问题90余次，5
个流动服务站累计为群众提供便民服
务800余次，受到辖区群众一致好评。

横联动，纵指挥，事项件件有“回
音”。基于“城市智脑+社会治理”新
模式，街道依托智慧联动指挥平台，充
分利用5G功能、AI智能算法、大数据

分析，将辖区内重要数据，配合事件管
理汇总梳理，形成重点工作智能落实
清单。对内可实现高效调度一线网格
员开展基础工作、智能化联动处置、明
细量化考核；对外可实现事前预警、事
中精准施策、事后迭代升级的全周期
管理。通过横向联动和纵向指挥的联
动协作，对网格员进行统一协调调
度。2020年，通过“全科大网格”服务
体系，街道共开展便民服务活动4000
余人次，解决社会矛盾1000余件。

街道实行“上报—批转—受理—
办理—核实”的网格事项处置闭环管
理。网格员在深入一线入户走访，采集
信息、解决矛盾的同时，平台将相关事
件直接传送给网格员，网格员接收平台
事件后，会第一时间处置，同时将结果
通过移动终端上传到平台，平台会在第
一时间进行回访，确保件件有落实，事
事有回音。截至目前，“市西街道智慧
联动指挥平台”已录入人口数据49617
条、房屋信息41657条、“九小场所”信
息9147家、企业信息3888家。

将专项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

市西街道探索构建“网底式”全要素社会治理体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中岳 通讯员 潘妍君 董高峰 刘文勇

市西街道智慧联动指挥中心。

网格员与社区群众促膝谈心。

网格员培训中心授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董硕 吕琳琳 报道）人勤春来
早，奋斗正当时。2月18日上午，
滨城区市中街道全体工作人员迅
速收拢过节思想，将“春节状态”调
整为“工作状态”，以崭新的面貌、
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开局
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冲劲
投入到工作中，为接下来的工作开
好头、起好步。

开好“收心会”。当日上午，各
社区、站所、综合执法中队等分别
召开迅速收心归位、严守工作纪律
会议，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从自身做
起，迅速调整好状态，严肃工作纪
律，强化工作作风，并安排部署

2021年社区各项工作。
紧绷“安全弦”。坚守底线不

放松，全力打好“常态化巡查+夜
查+专项检查”组合拳，持续深入
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紧盯重点
领域、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对烟花
爆竹禁燃、安全生产隐患、消防安
全、疫情防控等各项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进行排查整治，确保隐患排查
整改到位。

防疫“不松懈”。“亮码、测温、
登记、戴口罩一个也不能少。”在进
出村居主要路口，村干部、志愿者
在坚守岗位的同时积极宣传防疫
知识、严格落实防疫措施，慎始如
终，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市中街道安排部署
2021年社区各项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文璐 通讯员 张婧雨 报道）2月19
日上午，滨州交通发展集团承建的
南部片区道路、长江五路、渤海十
九路、中海北路、北外环绿化提升
工程等七个股权合作项目全面开
工复工。

滨州交通发展集团承建的股
权合作项目是市政府与山东高速
集团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对于助
推我市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
升城市品质具有重要意义。为加

快项目推进，尽早开工复工，滨州
交通发展集团按照“年前做好前
期，节后立即开工”要求，分别于2
月10日、2月17日召开股权合作
项目推进会议和开工复工动员会，
安排部署相关事宜，全面确保股权
合作项目实现开、复工目标。截至
目前，各项目共投入人员200余
人，挖掘机、运输车、洒水车、清扫
车等专业设备50余台，质量、进
度、安全、环保、廉政同步推进。

滨州交通发展集团
股权合作项目统一开工复工

现场调度“全科大网格”运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