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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万双联”
架起干群连心桥

“新青年下乡”成大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新载体
为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3 月 3 日，武汉举行“新青年下乡”出征
仪式， 江汉大学等 4 所市属高校的 107 个
班级， 与新城区的 107 个村 （社区）
“结对
子”，开展理论育农、科技支农、文艺乐农、
爱心助农、生态兴农“五大行动”，学生们进
农家、体民情、干农活，受教育、长才干、作
贡献。 7 月起，活动陆续扩展到所有在汉高
校，活动内容由进农村拓展到进企业、进社
区。目前，“新青年下乡”活动参加大学生达
1 万多人，成为武汉打造“青年之城”的重
要举措和立德树人、 加强大学生国情社情
民情教育的有效载体。

大学生踊跃参加“新青年下乡”活动，图为武汉城市职业学
院大学生走进江夏农村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环保局干部在结对企业了解
经营状况，
“双万双联”架起干群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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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局联千企”
帮企业解难

中国（湖北）自由贸易
试验区武汉片区揭牌

市城管委干部走进烽火科技一对一服务，“千局联千企”帮
企业解难

4月 1日，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正式挂牌

3 月 6 日，我市启动“千名局级干部联
系服务千家企业（项目）”活动，组织全市
1026 名局级干部联系服务 1026 家重点企
业，引导结对干部当好惠企政策宣传员、项
目代办服务员、企业发展勤务员、招商引资
信息员，促进了一批惠企政策的落地，解决
了一批企业生产经营的困难和问题。 截至
目前， 共收集企业反映的问题 3266 个，已
协调解决 3244 个，解决问题比例 99.3%。

武汉在全国率先成立
招才局

“万名警察进社区”
提升市民安全感
3 月 10 日，武汉启动“万名警察进社
区”活动，全市 1.25 万名民警下沉到 1287
个社区、1883 个村湾，在打击违法犯罪、完
善群防群治、创新社会治理、改进民警作风
等方面开展工作，为群众排忧解难。“万名
警察进社区” 活动带来社会治安的明显变
化，提升了市民安全感。

“世界级城市生态绿心”东湖绿道的武汉马拉松赛道

江汉警方进社区为建筑人员提供“门禁”服务，“万名警察
进社区”提升市民安全感

武汉在全国率先成立招才局，图为首批受聘的“招才顾问”接
受媒体专访

3 月 19 日，我市试点推出“马上办、网
上办、一次办”审批模式，努力打造全国审
批事项最少、流程最简、时限最短、服务最
优的城市。 7 月 31 日，全市首批 9653 项审
批服务“三办”事项清单公布，这标志着聚
焦企业和市民办事难、 办事慢、 办事繁的
“三办”改革创新正式落地。 目前，575 项市
级事项全部实现了网上申报。 今年前三季
度，市区两级审批服务办件量 591 万件，提
前办结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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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东湖绿道二期工程正式开
工。 10 月 31 日，东湖绿道二期全线路基贯
通 73.28 公里，年底建成后，与一期无缝对
接，东湖绿道全长将突破 100 公里，形成一
张环抱大东湖的绿网。 绿道串联起江湖山
脉、高校都市，打造城湖相融、山水相依、人
景相生的东湖“世界级城市生态绿心”，“深
入湖边，走向山林”将成为武汉市民的都市
休闲方式。

4 月 8 日，武汉在全国率先成立招才局，统
筹全市人才工作职能、政策、资金、力量，推进招
才引智和招商引资“两招两引”，积极探索“科教
培养人才、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新路
子。 截至目前，武汉共聘任“招才顾问”20 人、
“招才大使”10 人， 为武汉全球招募顶尖人才。
今年武汉历史性首次引进诺贝尔奖得主 4 名，
以 8 名中国及发达国家院士、19 名国家“千人
计划” 专家为首的一大批产业领军人物回汉投
资兴业，带动顶尖产业项目纷纷落户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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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城市生态绿心”
东湖绿道构环成网

4 月 1 日，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
汉片区在东湖高新区正式挂牌。 武汉片区面积
70 平方公里，是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最
大、最成熟的片区，涵盖 7 个专业产业园区。 7
月 12 日，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发布 207 项改革
清单，其中省总体方案 170 项全部纳入，另提出
自主事项 37 项。 截至 10 月底，武汉片区新设立
企业 5103 家， 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注册企业
3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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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办、网上办、
一次办”攻坚办事难

3 月 22 日，我市在市、区两级机关启动开
展“万名处（科）级干部联系服务万家小微企业、
万名机关党员干部联系服务万家困难群众”（简
称“双万双联”）活动，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当好小
微企业发展“助推器”，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
促进了相关惠民惠企政策出台。截至目前，解决
小微企业反映问题 8025 个， 解决 问 题 比 例
99.9%；解决困难群众反映问题 1753 个，解决问
题比例 99.9%；走访困难群众 20265 人次，为困
难群众办实事、认领“微心愿”11348 个。

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一期项目油漆车间紧张生产，全市拼搏
赶超氛围浓厚
“ 马上
办、网上办、
一次办”改
革创新攻坚
办事难，光
谷公共服务
中心办证大
厅出入境管
理处，市民
通过自助预
受理台办理
护照

四张成绩单
创新政绩考核模式
4 月 10 日，市委印发《2017 年度全市绩效
管理综合考评办法》， 确定了通过推动发展、深
化改革、维护稳定、从严治党四张成绩单，对各
区各单位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四个全
面”工作部署的实际成效进行综合考评。同时获
得四张成绩单优秀的， 才能评为综合考评立功
单位。为推动四张成绩单落地见效，建立拼搏赶
超交流会制度， 每月确定一个主题组织召开拼
搏赶超交流会。 从 2 月开始已连续召开 9 次拼
搏赶超交流会，34 个单位作交流发言，4 个单位
作表态发言， 在全市上下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浓
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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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创网上群众工作部
高效回应群众诉求

武汉在全国首创网上群众工作部，图为武汉城市留言板第
三批轮值单位“在线轮值”与网民互动

5 月 11 日，我市在全国率先成立网上群众
工作部，实行“虚拟机构、实体运行”，践行网上
群众路线，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市网上
群众工作部整合武汉城市留言板、12345 市长
热线等多个民情收集办理平台，集中收集民情，
办理网民诉求，让老百姓足不出户、轻点鼠标，
就可以表达诉求,“网来网去”解决民生问题。 至
6 月 4 日，全市 17 个区全部成立区级网上群众
工作部。 截至 11 月 1 日，我市主要民情受理平
台共接到群众投诉、建议、留言 61 万件，按期办
结率达 9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