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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留言板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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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驻守单位留言回复办理效率较高

他们这样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武汉城市留言板”开通以来，在线驻守单位是怎样回复办理网民留言，与网民互
动沟通？ 怎样走实走好“
网上群众路线”？ 昨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城市留言板目前
回复办理情况较好的几个区、局，了解到他们的经验、做法。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针对众多网民反映的各类问题， 如何做到快
速有效回复办理？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法
综治办工作专班道出了自己的经验。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法综治办工作人
员韩宏说，为配合“武汉城市留言板”上线，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建立督办问责机制： 区管委会办公室
（督查室）、区纪检监察办公室、区政法综治办三方
联合督办和日通报排名制度。对于网民留言案件，
由三家单位共同下发督办单，联合督办，每周会商
落到实处， 积极探索与创新中先行先试市长专线
12345 和武汉城市留言板投诉渠道整合机制，多
部门联办的快处机制，跟踪督办机制。
她介绍，在看到网民留言的第一时间，工作人
员会甄别两件事：网民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反映的
问题属于哪个部门的职责范围。接着，迅速传达给
责任部门。 整个工作流程中，部门始终“想群众所
想、急群众所急”，站在网民的角度换位思考。“这

截至昨日 18 时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回复网民留言
累计

建立督办问责，杜绝“你推我推”

279 条
回复率

94%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

种压力传导在接、转、办、督、访等办理的每一个环
节，快速、准确地回应网民的每个问题”。
“新的工作方式要求我们对政策法规、各部门
职责烂熟于心，反映的问题才能准确、有效交办。”
韩宏说， 管委会主要领导召开两次会议专门部署
调度，发挥办公室协同作用，部门专业的精通、政
法综治部门统筹，非常重要。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高效回复还归因于各部门、 各单位认真负责
的工作作风和齐心协作的精神，“不存在你推来，
我推去”。
此外，部门牵头专门组建了一个工作群，群成
员包括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各单位、各企业、所有街
道办事处等。 部门每天及时对当天办理情况进行
小结，“挂”到群中，将压力传导，哪些单位不及时
办理，还有哪些单位没有回应，一目了然。“最终目
的是为了提高办件质量和效率”。
（记者高萌）

每天两次通报，问题不隔夜

15 日凌晨，王家湾赏新园小区外路灯恢复通电

市路灯管理局提供

本报记者亲历
网民留言“马上办”
“武汉城市留言板”正式上线以来，116 家在线驻守单位，积极回应网民
关切，为群众办事解难。 本报记者亲历从网民留言到政府部门“马上办”，亲
身感受到“武汉城市留言板”带来的改变。

促成多部门现场承诺，解决民生难题
记者谭德磊

截至昨日 18 时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
回复网民留言
累计

126 条
回复率

90%

昨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党政办
督查室负责人许忠祥介绍，自“武汉城市留言板”
上线以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快速反
应，以“事要解决”为基本遵循，创立新工作要求：
针对网民的留言，既要及时回复，更要认真办结。
“督查室每天第一时间对网民留言进行初
审，根据属地管理、对口办理的原则进行及时交
办。 ”许忠祥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规
定：涉及 1-2 个部门职责的，原则上 24 小时内回
告完毕；涉及多个部门且需要联合办理的，不超
过 3 个工作日办理回复完毕；特别复杂的，不超过
5 个工作日办结；对于咨询类问题，要求 24 小时
内回复完毕。
为提高办件质量和效率，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汉南区）党政办督查室坚持每天建立网民留
言台账，还创建了一个“工作留言板”——
—开发区

工匠联盟微信群，群成员为全体区领导、各部门和
全区所有单位主要领导。“我们每天中午 12 时、晚
上 8 时会在群中通报当天涉及我区网民留言回复
办理情况， 目的是传导压力， 推进回复办理工
作。 ”许忠祥说，同时，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
区）自办的《每日快报》会对每天网民留言进行全
搜集，归类问题，反映建议，报送给区党政领导，供
领导决策参考，并交办相关部门落实。
“对于一些带倾向性、普遍性问题的重要留
言，我们会主动过问。 ”许忠祥表示，武汉经济技
术开发区（汉南区）要求按照“马上就办、办就办
好”标准，对于能办理的问题马上办理，不能当
即有结果的回复办理思路或计划打算，不合规定
不能办理的耐心回复并解释清楚，“不会有隔夜问
题”。
（记者高萌 通讯员周明德）

“五步工作法”把回复时限精准到小时

武汉市教育局：
截至昨日 18 时

市教育局
回复网民留言
累计

114 件

回复率

85%

武汉市房管局：
截至昨日 18 时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回复网民留言
累计 239 件

回复率

69%

网民在
“
武汉城市留言板”上的留言，多长时间
可以到达相关部门，又要多长时间可以获得回复？ 市
教育局独创的
“
五步工作法”，将这一过程精确到了
小时。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昨日介绍，“五步工作
法”即收集、分类、督办、回复、评估。 具体流程为：
每天上午 11 时前，工作人员开始收集整理网民留
言，并形成每日清单；随后将清单交给部门负责人
签批，并确认责任处室；11 时 20 分，签批过的每
日清单位会被交办到相关处室，明确办理时限；当
天下午，工作人员开始网上在线回复留言；留言板
运行一段时间后， 市教育局还将定期考评回复率
和办结率，年终进行总结。
“
我们现在采用了
‘
5+2’的时间模式，除了 5 天
工作日之外，周末双休日也照常回复网民提问。因为
我们局对办理回复时间作出了明确限定，要求每条
网民留言的办理时限最长为 5 天，周六、周日不顺
延。”该局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
此外我们还规范了留

言板回复格式，要求做到回复有态度、有温度、有回
应、有情感，拉近与网民的距离，提升网民满意度。 ”
据了解，为了工作更细致，市教育局要求相关
部门收到督办清单后， 联络员立即与留言人电话
沟通，第一时间与网民核实情况，明确诉求；对已
办理过的事项，事后还要对留言人进行回访，确保
办理实效。
记者看到， 网友程先生 5 月 3 日在城市留言
板上求助小学生跨区转学问题，5 月 5 日，他就得
到了市教育局的明确答复。 他又再次留言：“反映
小孩转学问题后，教育部门反应迅速，及时处理，
耐心答复，赞一个。 ”
“我们将努力把城市留言板反映的社情民意
和教育工作决策部署紧密结合起来， 针对网民诉
求较多的办学资源不足，对入学划片、招生政策不
了解等问题，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工作方式。 ”市教
育局有关负责人称。
（记者欧阳春艳 通讯员曾颖枫）

开展“武汉城市留言板”回复专题培训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坦陈：
“自‘武汉城市留言板’正式运行几周来，我们的
工作压力加大了，如何及时高效回应群众关切的
安居问题，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
一个健全的运行机制，是做好“武汉城市留
言板”工作的前提。 据介绍，市房管局首先成立了
以局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群众工作领导小组，并由
分管副局长担任局“群众工作部”部长。 随后，又
从局相关处室抽调专人，组建工作专班，以确保
办理工作运转有序、高效。
为了提高办理工作效率，市房管局还实行了
“台账式”全流程管理，并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在规
定时限上线回复。“针对网民留言数量较大、涉及
的问题覆盖面广等特点，我们还会将网民留言的
内容细分为投诉、咨询、求助、谏言等四大类，分
级分类转办，提高办理的针对性、精准性。 ”市房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透露，为了保证回复的权威与“亲民”，市

房管局甚至还对市场、物业、保障、产权、安维等五
大板块处室负责人开展了“武汉城市留言板”运用
专题培训。
市房管局通过“武汉城市留言板”汇集了市民
群众的舆情， 并立即采取措施解决其中最为突出
的问题。 例如：针对投诉比较集中的精装房价格
问题， 我市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对全装修房根据房
屋备案价执行分段指导价，把装修标准分为 6 档，
要求最高不超过 5000 元 / 平方米；针对开发商变
相捂盘，与国土部门建立联合巡查、监管机制，出
台六大举措加大住房供应， 开发商变相捂盘的行
为将受到取消竞地资格、暂停资质升级等处罚。
“我们将做到有诉必应、有难必帮，件件有回
应、事事有落实。 对开展工作不力的部门和个人，
我们将严格问责追责，确保“武汉城市留言板”办
理工作能跟踪、可督办、有实效。 ”市房管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记者欧阳春艳 通讯员田亮亮）

一条铁轨影响了汉阳上千户居民的出
行。 4 月底，“武汉城市留言板”上线后，有网
民留言反映这一问题。 留言很快得到了回
复，汉阳区多个部门现场办公。 报社决定现
场网络直播。
5 月 3 日早上 7 时半，我和同事们一起
赶到汉阳港埠铁路专用线现场，进行网络直
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8 时许，汉阳区政府
召集区建设局、区规划分局、建桥街、五里墩
街等部门负责人到达现场，对网民留言反映
的问题进行现场办理。 直播开始后不久，下
起了大雨，我们撑着伞冒雨进行。
此时，正值早上居民送孩子上学和买菜
的高峰期，不少居民从此处跨越铁路，看到本
报的直播后，纷纷驻足围观。居民们现场向记
者反映：他们每天都要从这里跨越铁路，路很

不好走， 还有年纪大的居民下雨天因为路滑
被摔骨折。 他们说，这个问题早该解决了！ 说
到动情处，有的居民情绪还有点激动。
面对直播镜头，汉阳区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现场承诺，汉阳港埠铁路专用线下
穿通道各项前期工作提速办理，计划今年内
开建；在下穿通道建好前，相关街道拿出具
体有效的整改措施，安排志愿者、社区群干
到现场值守，提示、帮扶过往群众，确保出行
安全，并修建过铁路临时便民通道，方便居
民出行。 这一表态获得在场居民的认可。
这 1 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里，居民对职能
部门从质疑到点赞的态度转变，让我切实体
会到：心中装着百姓，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
急，切实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就能够得到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从留言到办事，“老大难”问题一周解决
记者马振华
交房维权，是我多年记者生涯中经常碰
到的投诉。常见的模式是交房时业主发现各
种问题，开发商、物业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百
般解释无果，最后双方形成拉锯战，甚至是
对峙。由此，从住进新房的第一天起，业主就
是各种不爽，给以后小区良性运行带来很大
隐患。
上周， 又有读者向我反映交房问题，说
开发商、物业仗着“霸王条款”乱收费，不交
钱就收不了房，问我该怎么办。我给他支招：
“到长江日报城市留言板留言反映。”读者将
信将疑：“管用吗？ ”“管用， 城市留言板有
100 多家单位在线驻守，你的留言会得到积
极回复办理。 ”我鼓励这位读者。
读者留言后， 很快得到进一步消息：房
管部门介入，约谈了开发商、物业公司，分析
了业主诉求后，要求业主、开发商、物业三方

面对面沟通，协商解决。 在房管局的指导下，
三方沟通会开得很坦诚：物业表示“退一步”
取消业主意见大的收费，开发商承担了部分
费用，分担物业的成本压力。
从读者留言到问题解决， 只用了一周
时间。 这位读者和我开玩笑说“好消息来
得有点猝不及防”。 按他以往交房的经验，
这种维权多半是双方长时间扯皮，没想到
通过长江日报“城市留言板”反映这么有
效、高效。
交房投诉是城市一个“老大难”问题，通
过城市留言板，市民有诉求，政府部门回应
办理，及时解决了问题，避免了矛盾扩大。
采访中， 市房管局一位工作人员对我
说：“你们长江日报城市留言板上的网民诉
求，领导很关注呢，经常要听我们汇报相关
问题，督办解决。 ”

无论有什么困难，先让路灯亮起来
记者汪洋
5 月 10 日， 家住王家湾赏新园小区的
陈先生在城市留言板留言称，小区路灯已经
“失明”半年了，此前曾向相关方面反映过多
次，但问题仍未解决。 他在城市留言板留言
后，次日便收到了市路灯管理局的回复。 原
来， 路灯不亮与附近龙阳大道施工有关，路
灯管理局与施工方为谁来出资解决问题，一
直未达成共识。
“无论有什么困难，不能牺牲了老百姓
的利益。 ”市路灯管理局工作人员前往小区
察看后，决定暂时搁置争议，先让路灯亮起
来。 14 日晚上 7 时许，工作人员便连夜施工
了。 当晚 11 时许，我打电话给施工人员肖师
傅。 电话那头有呼呼的风声，听得出来，工人
们正在紧张忙碌。
“要让 路 灯 亮 起 来 ， 得 重 新 寻 找 可 利
用的电源通道，我们经过查勘，决定从附
近的龙阳大道高架桥上接引电源。 ”肖师

傅说，在高架桥上施工不容易，工人们 来
回跑一趟，路程很远，而且施工难度也 比
平地更大。
没说几句，肖师傅又投入到紧张的施工
中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发现手机上有几
条未读微信，点开发现是肖师傅发来的几张
照片，时间是凌晨 1 时 22 分。 照片显示，赏
新园小区的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灯光穿
透夜色，透着几分暖意。
手机中还收到一条短信，是网民陈先生
凌晨 4 时发过来的。 他说，半夜醒来，看了眼
窗外，发现小区的路灯亮了。“我们足不出户
表达诉求， 职能部门的师傅们连夜施工，为
我们解决了问题，真的非常感动”。
长江日报对此事做了报道，有网友评论
道：“群众不用跑腿， 办事的效率却提高了，
老百姓又多了一个有执行力的诉求通道。 路
灯亮了，老百姓的心也亮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