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主、业委会、物业三方互指“违规”，街道办是否应介入
处理？项目工地违规建设，上门执法迟迟不见成效？招投标人
员扎堆、效率低？群众遗漏办事环节，不解释直接简单劝返？

10月23日上午，2020年度“双评议”第五期月报通报的9
月份10个“不满意评价事项最多单位”负责人上线长江网武汉
城市留言板，现场承诺整改。

业主、业委会、物业三方互指“违规”
搭建沟通平台指导业委会工作

物业公司不公开公共收益账目，业委会急于求成工作程
序不规范，小区业主反映业主委员会成员搞违章搭建，并投诉
街道办处置缓慢。9月以来，江岸区二七花园小区物业、业委
会、业主互指“违规”，街道办却未及时介入，应尽责而未尽责，
工作浮于表面未落到细处。江岸区新村街道办党建办公室因
此被评“不满意”。

23日上线现场，江岸区新村街道办相关负责人王赤坦陈，
街道确实有责任，一味依赖业主大会表决来解决问题，而未及
时对业委会进行业务流程指导。

王赤承诺，街道成立专班，搭建沟通平台，对业委会进行
业务指导，协调城管、房管等相关部门核查。

9月份，江汉区园林局菱角湖公园管理中心录错服务对象
手机号。该中心主任朱庭进反思，全中心上下力戒形式主义，
严守“双评议”工作纪律。

招投标人员扎堆、效率低
明确办事流程设立排队区

因没有及时对预定标室进行审核，两家代理公司为标室
使用权打起“口水仗”；没有提前预判投标人到场时间，几十名
投标人扎堆预审现场。

9月，新洲区行政审批局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科在工作流程
上出了问题，群众评价“不满意”。

23日上线现场，新洲区行政审批局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科
负责人黄帆对此承诺，在招投标过程中，当预估招投标进场人
员较多时，在政务大厅侧门临时设立招投标排队区，对进入交
易大厅人员进行限流，按序号进场。明确网上审核预定标室
业务办结时限为两个工作日。

出现此类问题的还有武昌区社保处登记科。
该科安排部分处理后台审核业务的工作人员，在后台审

批工作量较少时前往前台窗口支援前台业务办理。但当工作
人员处理后台业务时，前台窗口便出现空窗。

武昌区社保处登记科科长王丽娟坦陈，窗口安排配置上
不够科学，多岗互补模式考虑过于简单。“将合理调整前后台

窗口，确保窗口离岗不离人，增加一个咨询窗口，对简单的咨
询业务实行短平快的办结。”

项目工地违规建设久治无果
探索联合执法

5个月里，辖区内一项目工地违规建设，街道办组织执法
力量上门执法，迟迟未见成效。

武昌区水果湖街辖区内的万达K2项目今年9月30日正
式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该项目从今年4月份就开始擅
自施工建设。水果湖街公共管理办公室多次组织城管执法力
量对该工地进行整治，但收效甚微，一直耗到该项目“转正”。

复盘整个执法过程，武昌区水果湖街副主任周斌涛反思，
遇到此类情况，不能一味蛮干，还要多动脑，例如探索联合水、
电、气、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整治方式。

服务群众不仅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遇事更须多想办
法。对此，洪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
登记科也深有体会。

9月份，该科在为两位市民办理不动产证时登记错误，对
此，科长刘生刚从新人培训流程入手，以实施疑难少见业务

“老带新”的办理方式进行整改。
租户拖欠天然气费2000多元，一直没被停气，租户搬走

后，这笔钱由谁出成了问题。对此，武钢华润燃气（武汉）有限
公司出台政策，加强对直通表具的排查，对于异常用气的情况
及时反馈告知用户。

群众办事流程错误 工作人员不解释仅劝返
努力沟通群众做好宣传解释

9月23日，洪山区一中学的人事干事带着20位老师统一
前往洪山区教育局人事科进行任职资格评审申报工作被拒。

洪山区教育局人事科科长简颖反思，虽然学校人事干事
遗漏了一项中间环节，不能进行评审申报，但工作人员单纯拒
绝现场办理。人事干事对政策不熟悉，科室就应该耐心解释
评审政策、正确指导办理流程，而不是一味劝返，工作上图简
单。

简颖也秉承此思路对症下药：对全区中小学人事干事进
行业务培训，对全科室进行应急状况处置培训，在沟通群众解
释宣传上下功夫。

服务群众工作中，疏于解释往往会将办事群众推向对立
面。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中心也深有体会。在处理高架桥
噪声扰民问题时，该中心未对监测报告做通俗化解释，面对通
篇专业术语群众如同“听天书”。该中心主任梁胜文表示，将
通俗解答，加强宣传交流科普。

“我们缺乏与群众沟通的方法和能力。”蔡甸区城管执法
局市政设施管理所在处理文兴路道路坑洼投诉时，受制于“先
地下、后地上”的原则无法第一时间修复路面，却未及时做好
沟通解释工作。该所负责人匡国方表示，将重视与群众的解
释沟通，并拿出维修时间表。

（长江日报记者杨荣峰 通讯员武治庸办）

每年秋季，都是江城乐迷的盛会。长江日报记者从武
汉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武汉市委市
政府主办的第九届琴台音乐节，将于2020年10月27日至
11月13日在武汉举行。本届琴台音乐节以“聚天下知音、
敬八方驰援”为主题，将带来剧场音乐系列、古琴系列、群众
合唱展演、流行音乐展演、市民音乐沙龙五大板块，近60场
各类音乐演出和活动与乐迷们见面。

中国爱乐奏响揭幕之音
携手武汉籍“蝴蝶夫人”致敬英雄

琴台音乐节自2012年举办以来，历届都星光熠熠，每
年都集结了众多世界级名家名团加入剧场项目演出。受疫
情影响，本届琴台音乐节虽没有外国团体造访，却吸引了一
批世界水准的国内乐团、音乐家亮相。中国爱乐乐团、中央
民族乐团等全国最高水平的乐团以及从武汉走出的世界著
名歌唱家张立萍、“筝坛圣手”王中山、著名表演艺术家宋春
丽、濮存昕等将一一现身。

曾被英国《留声机》杂志评选为“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
的乐团”之一的中国爱乐乐团，将于10月27日亮相第九届
琴台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在著名指挥余隆的执棒下，奏响

《红旗颂》。值得一提的是，从武汉走出的“蝴蝶夫人”张立
萍将与中国爱乐同台，献上理查·施特劳斯为女高音与管弦

乐团所作的《最后四首歌》，共同向英雄致敬。

本地艺术力量集体亮相
把城市热门景点当作舞台

每年琴台音乐节的舞台上，武汉本地的艺术团体从未
缺席。本届音乐节上，更有大批新作与观众见面。武汉爱
乐乐团将在黄鹤楼脚下，伴着铿锵有力的编钟之音奏响大
型交响曲《浴火重生》；武汉歌舞剧院将亮相琴台大剧院，带
来入选全国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的原创音
乐剧《种在屋顶上的长春花》；武汉音乐学院也将带来“抗疫
主题原创作品音乐会”，武汉室内乐团将带来“红色经典音
乐会”，慰问抗疫英雄；闭幕式则集结了目前活跃在舞台上
的艺术名家和青年新锐，以“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为主题
带来演唱会，用歌声抒发武汉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坚定决心。

各项音乐主题活动，也将陆续展开。古琴系列将以琴
为“媒”，邀约全国著名古琴演奏家，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在古琴台、晴川阁、黄鹤楼等热门景点，举办系列古
琴名家专场音乐会、古琴音乐访谈和古琴雅集，向全世界
展现武汉这座“知音之城”疫后重振的景象；群众合唱展演
将以长江为“轴”，在长江两岸汉口江滩和青山江滩放歌，
以饱含江城情怀的音符，颂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流行乐展演将在东湖长天楼广场举办极光
音乐会，并在吉庆街、汉口里等特色街区举办10场小型音
乐会。

惠民票价最低仅50元
8场音乐会还将“云端”亮相

本届琴台音乐节剧场系列所有演出平均票价不超过
200元，最低仅50元。同时将邀请参与武汉战疫代表、来汉
参加“惠游湖北·打卡大武汉”游客代表现场免费观看。此
外，所有户外群众音乐活动全部免费开放，让广大市民及游
客真正感受到城市文化品牌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厅还将对厅内8场音乐会进行同
步直播，让更多无法现场观看演出的观众参与到琴台音乐
节的盛宴中。包括：10月30日武汉爱乐乐团音乐会、10月
31 日音乐朗诵会、11 月 1 日古琴专场音乐会、11 月 6 日中
央民族乐团大型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11月7日张立萍
独唱音乐会、11月8日琥珀四重奏音乐会、11月11日武汉
音乐学院交响合唱音乐会、11 月 12 日武汉室内乐团交响
音乐会等，将在央视频、哔哩哔哩、抖音、微博直播琴台音
乐厅官方账号，及琴台大剧院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同步网络
直播。

（长江日报记者梅冬妮）

长江日报讯（记者潘璐 通讯
员林建武）10月23日，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事迹第三巡回报告团走进
武汉，在脱贫攻坚进入全面收官决
战的关键阶段，带来脱贫攻坚第一
线的先进事迹和宝贵经验。报告会
采取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武
汉市脱贫攻坚各条战线的工作人员
在各个分会场认真聆听了报告。

报告团成员是全国脱贫攻坚
奖的七位获奖代表，他们从不同侧
面、不同角度讲述了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亲身经历、感人事迹和生
动实践。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厂镇前
何村第一书记（河南省周口市国税
局驻村干部）、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
奖贡献奖获得者韩宇南，回忆起了
自己2015年刚到前何村担任驻村
干部时的情形。一场大雨刚过，村
中到处都是烂泥塘。这个村607户
2329 人中，贫困户占到 173 户 822
人。修路、打井、建桥、改电、栽树，
争取各类资金2228万元，大力发展
扶贫产业，种植迷迭香、辣椒等特色
农作物，采取多种渠道增加贫困群
众收入。看到乡亲们再次联名挽留
他的红手印，韩宇南第三次向组织递
交了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申请书。

脱贫攻坚最重要的就是以产
业为抓手。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全
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获得者刘长
安，扎根内蒙古乌兰察布农村，带
着乡亲们“科技兴农”。5年来，他
手把手做示范，做给农民看，带着
农民干。他建成了远近闻名的“中
国薯都”乌兰察布国家级马铃薯现
代产业园，让不起眼的小土豆走进
大市场，让40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得以脱贫致富。

脱贫攻坚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事业。济南
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秘书长、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
献奖获得者王堃，2008年因伤退役的他放弃了优渥的抚
恤待遇，开始了自主创业之路，经过几年艰苦打拼公司发
展良好。2014年，王堃出资108万元设立“环保助学金”，
资助54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2016年，他与济南市济
阳区仁风镇高家村结成帮扶对子，资助11户贫困户，并
通过协会平台帮销农产品……半生积蓄投入扶贫，7年
间王堃累计投入近400万元。

来自恩施的土家妹子向辉获得了2020年全国脱贫
攻坚奖创新奖。2010年，她携带在外打拼多年积攒下的
200 万元资金，回乡创办了来凤县农园果蔬专业合作
社。5年过去了，她的合作社发展陷入困境。参加过一
次农业经理人培训后，她打开了思路，走农业标准化和品
牌化的道路，迅速扭亏为盈。她不忘贫困地区的父老乡
亲，办起了集农产品营销、农民培训、乡村旅游于一体的
新经营主体，组织贫困户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把他们带入
大市场，贫困户都叫她“向校长”。

“扶贫要扶智”，山东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2020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获得者。近年来，曲阜抢抓
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建设机遇，依托
47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搭建“一堂一台”，每村建
设1所孔子学堂、1个儒韵乡村大舞台，以丰富的活动载
体向群众宣讲党的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
统文化，用文化提精神，以精神促脱贫。

虽然贫困但依旧自强不息，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奋进奖获得者王喜玲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王喜玲是陕西
省扶风县召公镇吴家村村民。2011 年，她被确诊为癌
症，为治病欠下外债11万元。2013年，丈夫又因车祸身
亡。婆婆卧床不起，女儿还在上学，全家只剩下她一个人
支撑。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她振作精神，自强不息，
通过栽种苗木、当经纪人、成立合作社等，不仅实现了自
己脱贫，成为扶风县主动“退贫”第一人，还帮助18户贫
困户先后摘掉了穷帽子。

贫困户很多是因病致贫，健康扶贫也是扶贫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肝病医学部
朱震宇副主任医师，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
获得者，讲述了他16次带队上高原，挑战“医学禁区”的
故事。包虫病，素有“虫癌”之称，在我国西藏、青海等部
分牧区发病率高达10%以上，由于治疗费用较高，难根治
易复发，不少群众因包虫病致贫返贫。朱震宇多次在海
拔5000米的生命禁区给牧民做手术，帮助西藏医院组织
技能培训，培训1000人次，将多项综合手术技术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当地医院的医生骨干。

7个声情并茂，质朴感人的故事，感动了现场听取报
告的扶贫各战线的人员，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冲刺时
间，给了干部和群众更强的信心和动力。

武汉乐迷秋天的盛会就要来啦
琴台音乐节带来60场精彩演出，8场音乐会同步网络直播

探索水电气公安联合执法整治违规建设
“不满意评价事项最多单位”上线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板承诺整改

10个“不满意评价事项最多单位”负责人上线活动现场。 长江日报记者杨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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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公益广告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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