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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萝北县把“服务群众办实事、发展经济开
新局”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重要内容，在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的同时，
加快推动产业项目建设步伐，呈现出民生实
事纷纷办结、县域经济向好发展的良好态势。

7月初的黎明湖公园，湖岛相连，令人心
旷神怡，一幅江南水墨丹青画面。公园广场
上，百姓们健身、歌唱、舞蹈，其乐融融。萝北
县委宣传部干事向记者介绍，萝北县把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
习教育始终，聚焦群众所急所盼所需，共征集
各类民生实事线索 150余件，经梳理汇总后列

入台账 70项，实行挂账销号、动态管理，严格
对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眼前的黎明湖公园
建设，就是被推进办理的民生实事之一。

在办实事的具体推进中，该县结合党员
干部“一助一”就业创业行动，通过线上线下
招聘、举办“就业援助月”“就业暖民心”等形
式，累计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20余期共 1000余
人次，组织 138个单位党员干部与 2597名失
业人员、25个创业项目进行对接，为失业人员
提供岗位 1700余个，并多方筹集资金 238万
元，为全县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困难群
体提供帮扶救助，持续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
温暖。

萝北县投入 15.4万元建设了城市书吧，

为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阅读场所；投资 822万
元实施红光村至萝北县高级中学段水环境治
理工程，有效解决了县高中内涝、师生出行不
便难题；投入 1.3亿元实施黎明水库环境修复
工程，建造了占地 114.7公倾、集旅游度假休
闲娱乐、游览观光及举办大型综合活动为一
体的综合性黎明湖公园，极大扩充了全民健
身半径，提升了群众幸福指数。

办理民生实事需要“真金白银”支撑，为
了把为民办实事长期坚持下去，该县狠抓产
业项目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开新局。记
者在萝北县中国五矿石墨产业一体化项目一
期 20万吨石墨精粉、5万吨球形石墨项目建
设现场看到，挖掘机械在轰鸣声中不停地挖

土，工人们顶着 30℃高温在工地上挥汗奋战，
抢抓建设工期。

据了解，萝北县今年计划实施省市百大
项目及民生基础设施类项目共 27项，总投资
133.8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7.67亿元。目前
已完成 5.76亿元，共开复工 19项。其中省百
大项目 3项（结转项目 3项），总投资 94.78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19亿元，目前完成投资 4.79
亿元，已全部复工；市百大项目 11项，结转项
目 8项，总投资 36.4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5
亿元，完成投资 0.76亿元，开复工 9项；民生基
础设施类项目 13项，总投资 2.65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2.17亿元，目前完成投资 9.21亿元，开
复工 7项，助力县域经济向好发展。

萝北

心系群众办实事 发展经济开新局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萝北县要求各级党
委加强对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史学
习教育工作进行指导，通过“三大行动”破解

“两新”组织中党员人数少、流动性较大、学
历不高、学习延续性不足等问题，抓实全县

“两新”组织党史学习教育。
实施党性修养“大提升”行动。县出租

车行业协会党支部邀请“鹤岗好人”为党
员和志愿者作宣讲，鼓励党员在学懂弄会
上下功夫，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党性修养，
形成奋进新征程、建设新萝北的强大合
力。奥星党总支结合行业特点制定了学
习计划，以小型、分散为主，利用午休、倒
班等时机，将课堂搬进车间、宿舍、食堂，
组织党员随机开展学习，做到见缝插针、

灵活多样。同时，还建立党支部微信群，
定期推送学习内容，组织党员进行“线上
学习”。

实施典型示范“大创建”行动。全县“两
新”组织以典型为榜样，践承诺、办实事、建
新功，扩大“两新”组织社会影响力。奥星党
总支出资 2.6万元，为车间宿舍区域安装光
纤宽带，实现车间宿舍区 2000 平方米区域
无线网络全覆盖，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
针对深加工、选厂车间倒班时间不统一、下
班后洗浴热水供应不足问题，公司新增一台
热水锅炉，增加一名锅炉工，按照车间下班
时间保证热水供应充足。今年高考期间，县
出租车行业协会党支部开展第十个爱心送
考志愿服务，为 160 余台车辆粘贴统一的

“爱心送考”标识，为考生提供安全、贴心的
服务。

实施社会民生“大改善”行动。鼎盛党
支部从点滴小事做起，定期为鳏寡孤独住户
上门打扫和清理卫生。书香园小区有两家
住户孩子远在外地、没人照顾，集团下属物
业公司负责该小区的员工每周定期登门，帮
助老人清理卫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人
们的生活困难。

县出租车行业协会党支部共产党员马
焕彬，驾驶“党员先锋车”免费接送第一小学
三年级男生，给这个单亲、残障、享受低保救
助的特困家庭节省了一份交通费用，同时送
去党的关怀。“六一”前夕，3名党员共同出资
为孩子买了新书包和课外读本等学习用
品。驾驶员龙滨增设新的服务项目，为 80
岁以上老人乘车免单，公司其他驾驶员纷纷
效仿。目前公司有 6台“党员先锋车”活跃
在为民服务的最前沿。

“三大行动”推动“两新”组织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走 深 走 实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46 年的党员初心坚如磐
石，24年做村干部始终一心为
民——萝北县云山镇尖山村
71岁老共产党员刘义，以满腔
的赤诚之心、感恩之心和进取
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小时候家里很穷，我看
到了党带领全国人民从一穷
二白走向繁荣昌盛，我们百
姓是最大的受益者。现在虽
然从村干部岗位退下来了，
但入了党，这辈子就是党的
人，党员身份不能变，为党干
事的劲头不能减。”刘义颇有
感触地说。

刘义 1951 年出生于拜泉
县，1970 年入伍，1975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3年到萝北县
尖山村定居，1986年被村民选
举为村委会主任。刘义当年
在部队是雷达兵，精通电路，
到尖山村后，没几天就成了村
里的“活雷锋”，谁家种地缺人
手，谁家盖棚子、砌围墙，他都
主动相帮，不求回报，很快就
得到了村民的爱戴。

当上村委会主任后，刘义
更是尽职尽责，带领村民发展
生产。当年村集体没有积累，
为了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
刘义就自掏腰包垫付村上打
井、购买办公用品、维修自来
水设施等费用 7500 元。为了
给村集体节省经费，刘义自告
奋勇担起了义务看井员，全年
定点送水、冬天取暖，维护水
井设施、清淘积水分文不要，
一直干到他从村委会主任退
下来出去打工为止。

“当村主任 24 年，我有干
事瘾。”回想起为民办实事的

往事，刘义对自己还是挺满意
的。

刘义在外打工期间，始终
关注家乡变化，惦记着乡亲
们。从山东打工回村，他初心
不改，在改善自己生活的同
时，继续全心全意为村民服
务。

村民王忠波患有脑出血
后遗症，不能干重活，被确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夏季，
县里按照扶贫政策对他家进行
危房改造，刘义听说后二话不
说，仅用两天就帮忙拆掉了危
房，平整了场地，使王忠波在雨
季到来之前住进了新房。

尖山村民有养猪的历史，
村民谁家建猪舍都少不了刘
义忙碌的身影，干得比年轻
人还来劲儿。尖山村比邻萝
北石墨园区，到石墨企业打
工的村民众多，春季谁家种
园子缺人手，即使自家园子
不种，刘义也得帮村民家的
园子先种上。

由于村里一直没有垃圾
厂，村民生活垃圾都习惯往村
西头的一块空地倾倒。今年
春季，刘义带领几名志愿者开
展义务活动，清理垃圾 10 余
吨。同时，刘义还长年坚持义
务清扫村路、清理路边沟，做
全村的义务清洁员。

尖山村位于萝北县北部
山区，每年春秋两季的防火和
夏季的防汛都是村里全年工
作的重点，每到这时，刘义都
主动担此重任，在村里张贴标
语、巡逻，提醒村民注意，并到
险工地段检查，全力保护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采访中，刘义没有说豪
言壮语，他说的更多的是“这
都是我应该做的”。

老党员刘义

乐于帮民 坚守初心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把闲置多年的空地修建成
停车场方便农民使用；将 12名
留守老人进行编号，组织党员开
展“一对一”服务；流转旱田 270
公顷，把 210余名农民从土地中
解放出来外出务工，人均增收近
两万元……这些村民的“急难愁
盼”事，在萝北县团结镇工农兵
村都得到了解决。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萝北县
团结镇工农兵村党支部书记郭
更平带领村两委用办结一件件
好事实事，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走进工农兵村，记者看到，
几乎所有村民房屋的外墙，都悬
挂了党史宣传图板，成为该村一
景。据介绍，党史学习教育启动
时，正是春耕大忙时节，为了方
便全村党员学习，让更多村民了
解党史，村党支部在沿村主街两
侧墙体建设一个 1200米的党史
宣传长廊，悬挂了65块共300多
平方米的宣传图板，图文并茂地
介绍中共“一大”到“十九大”的
召开情况，其间还穿插着党史大
事记，使村民随时随地能学习党
的历史，潜移默化地接受党史教
育。

为了把党史学习成果转化
为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
行动，村党支部书记郭更平带领
支部开门纳谏，倾听群众心声。
针对村里 12名留守老人的生活

难题，村党支部按照年龄、困难
程度、子女是否在身边等，对老
人实行了编号管理，号召 12名
党员“一对一”志愿服务，使老人
们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

为了把被土地拴住的农民
解放出来，郭更平根据农民意
愿，组织村民将 270多公顷旱田
集中到村合作社进行统一经营，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 210多名
农民外出打工，人均增收近两
万元。村里有一处 2.7万平方
米的粮食晾晒场，往年晒完粮
就进行封闭管理，闲置起来。
为了解决村民农机具随处停放
问题，村两委变广场封闭管理
为免费敞开使用，解决了全村
农机具沿街停放影响村容村貌
的问题。村委会后院有一块
1500 平方米闲置空地，一直没
有发挥作用。针对全村家庭轿
车数量超过八成的实际情况，村
两委决定拆除一段 5米宽的栅
栏，修了一条水泥引道，为村民
建成一个能停放 30多台车辆的
停车场。

此外，郭更平带领全村全面
开展了村容村貌整治，绿化美化
家园，共清理垃圾十余吨，栽种
串红、万寿菊、矮牵牛 1.5万株、
植树3500株，受益全村群众。

郭更平表示，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强化
党员的服务意识，今后，工农兵
村要围绕群众需求，努力当好群
众的服务员。“农民需要啥，咱就
服务啥”。

团结镇工农兵村党支部

“村民要啥，咱就服务啥”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俺终于有户口了，谢谢你们！”日
前，当 60 岁的孙宝从萝北县凤翔镇北派
出所民警范宇航手中接过崭新的户口簿
时，连声道谢。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可别
忘了拿户口簿去办理身份证呀！”把户口
簿交给孙宝后，范宇航仍不住地提醒他。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萝北县凤翔镇
北派出所加大走访力度，提升为民服务
质量。 5 月中旬的一天，民警范宇航到
所辖蜂蜜河小区入户走访时，发现一位
老人没有户口。经了解得知，老人名叫
孙宝，1961 年出生在桦南县，20 多年前
来到萝北县依靠采山货谋生。 20 多年
来，他从未回过桦南县，在 2000 年户籍
录入系统时便出现了漏登。孙宝无儿无
女，到萝北县后，一直没有外出过，因此
办户口的事就拖了下来。

范宇航在详细了解了孙宝的情况
后，所领导 决 定 为 孙 宝 补 录 户 口 簿 。
在随后的时间里，范宇航按照户口补
录方法和步骤向孙宝所在社区、以前
的邻居以及桦南县警方及他在桦南县
的邻居进行核实取证，并将证明材料
上报上级公安机关审核，终于为孙宝成
功办理了户口簿。

民警跑全程
为六旬老人
办好户口簿

□耿向文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萝北县民政局党员干部开展比学习、
比奉献、比创新，看群众满意、看办事实效
的“三比两看”活动，设立党员先锋岗，以月
为单位进行评比，激发全局党员干部为群
众办实事解忧愁的热情，增强群众幸福感。

按照县里的安排部署提高低保标
准。多方筹集资金，投入 132.4万元，为全
县 3892 户 5644 名城乡低保对象和 148 名
城乡特困供养人员提高了低保、分散和集
中供养标准，并出台《萝北县临时救助备
用金使用管理办法》，向各乡镇拨付 11万
元备用金，现已使用 4.5 万元，救助 10 户
共 13 人。对急难型困难群众实行“快速
响应、先行救助”，有效解决了贫困人口遭
遇的突发困难。同时，还广泛宣传社会救
助政策，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共印制宣传
单 5000 份，制定低保、残疾补贴、失能补
贴等社会救助办理指南 1500 份，分别发
放到各乡镇和办事大厅。

此外，该局还在低保大厅配备了复印
机，为群众免费复印，提供便捷服务。配
备紧急药品、老花镜、水等物品，提升群众
办事满意度。同时，还设立了公开办事图
板，将办事流程等事项进行公开，方便群
众办事。

民政局
“三比两看”
提升群众幸福感

□渠超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萝北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
主题实践活动，创造性开展工作，为群众
倾力解决一项项“急难愁盼”问题，在提
升服务水平中，创新推出的新农保经办
模式被省人社厅在全省推广。

以前萝北县农村群众办理新农保，
其程序首先是个人写申请，再先后到村
委会、乡镇级政府盖章，最后到县人社局

经办。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办不成事，
给参保群众带来不便。

近几年，县人社局也曾对来办理业
务缺少次要要件的办事群众探索实行

“容缺”受理机制，在服务对象主要申请
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对
未提交的次要材料一次性告知，尽量以
微信、QQ、传真或业务人员转交等方式
补齐，让群众少跑腿甚至不跑腿，但仍然
存在手续繁琐等弊端。

今年 4 月初，为持续深入进行“放管
服”改革，县人社局社保中心在减少不必

要证明事项上推行了新的举措。根据群
众办事需求，在省人社厅领导下基层走
流程活动中，把新农保申请参险和待遇
领取表格进行改动。现在，群众办理新
农保时，只要本人提出申请，省去到村委
会和乡镇盖章程序，直接到乡镇级农保
所或者县人社局就可直接办理，极大地
方便了群众办事流程。此举惠及全县
2.4 万参保群众，得到省人社厅的充分认
可，并在全省统一推广使用。

同时，该局还在全省率先探索推出
“综合柜员”制服务模式。将以前 5个窗口
才能办结的 5件事变成了一个窗口一个人
就能办结，实现了“五险合一”工作目标。
除此之外，该局还在连续 13年实施对行动
不便、行为障碍等特殊领取待遇人员上门
认证，确保待遇及时发放的基础上，自我
加压、自我提标，不断扩展服务范围，今年
又将寓认证于服务中，对所有涉及社会保
障方面的查询发放明细、变更存折账号、
相关亲属求职及培训等需求，一并打包服
务，受理咨询，极大地方便了服务对象。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萝北县人社局
还聚焦群众痛点难点，在不突破原则基
础上，反复研究政策，拿出合理思路，积
极与省厅沟通，在全省金保系统后台增
加模块，成功为萝北县在项目建设中一
直没能解决的 11 名被征地农民办理了
集体补助与差额补缴等业务，在维护了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权益的同时，也为
其他乡镇征地问题的解决，以及维护社
会的稳定做出了有益探索。

此外，该局还于 5 月 1 日启动实施了
城乡居保丧葬补助金制度，此举又走在
了全省前面。仅此一项，县财政每年多
支出 20余万元。

新农保经办模式惠及2.4万人

萝北县黎明湖公园萝北县黎明湖公园。。 萝北县金吉利礼仪公司提供萝北县金吉利礼仪公司提供

村党支部书记郭更平（左）在查看党史长廊。

刘义在清淘积水。

工作人员为老两口解答新农保办理问题。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