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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下午，五美大院“金点子”办公室，早已经到约好的采访时间，可工作人员胡

君还在忙碌。整个下午她不停要接待群众的来访和对接相关单位领取和回收任务处理签。
“您放心，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追踪的，有什么问题我们及时沟通。”“这是你们这几

天的任务签，记得赶紧联系建议人。”这是“金点子”办公室的常态。

近三年来，每天电话、邮件、短信不断，市民提出“金点子”近 8000 条；随着一个个
“金点子”的落实，无数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市民关心的问题获得解决，创城“金点子”的

策划已经深入民心。

2017 年 7 月 7 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秦亲自策划推出“创建文明城 为

民办实事”金点子活动。活动着眼创城为民、创城惠民，让百姓成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参

与者、共享者和受益者，把解决百姓身边的小事、城市管理的难事作为创城的大事，使创城

工作由“要我创城”变为“我要创城”，赢得市民纷纷点赞。随着“金点子”活动越来越深

入，它在市民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对整个城市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

●“金点子”回顾：
这两年，市民李举伟向“金点子”

提了多条建议。“因为我是一名退休教
师，有感于近年来中小学生进入网吧的
情况，就想到以前有过的一种叫‘康乐
棋’的体育活动，如果能够得到推广，
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小学生上网
的势头。”针对他的“金点子”，市教
育局专门将回复函送到了他手上。在回
函中，市教育局表示，针对建议，他们
组织相关体育教师和专家进行认真调
研，得出的结论是康乐棋在市面上已经
难以买到，另外，市教育局也一直认真
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在中小学大力开展
阳光体育运动，每年组织的体育比赛活
动达到 20 多项。

“虽然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教育
局给的答复还是让人满意的，也比较中
肯。”李举伟说。此外，李举伟还分别
向市交警支队、公交公司、桂林电视台
等部门单位提出改良斑马线、清理占道
经营、扩宽公交站台修建候车岛、改造
十七中对面垃圾转运站、红绿灯路口加
装人性化语音系统、电视台开展纠错活
动、倡导杜绝粗鄙话等多条“金点子”
建议，都得到了相关责任部门中肯专业
的回答。

●部门综述：
迅速解决、立竿见影的“金点子”

受到各方称赞，不过在点子收集过程
中，还有一些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复杂、
需要更长时间去解决的问题，考验着相
关部门“让群众满意”的决心。对于那
些无法在短时间内落实的“金点子”，
有关部门是如何去处理的呢？

2017 年 7 月 23 日，在“创建文明
城 为民办实事”金点子落实情况推进
会上，市创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秦就指
出，各城区及相关县、各相关部门主要
领导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以“金点
子”所涉及的问题为导向，对自己所辖

县区、所分管的业务，绝不推诿扯
皮，要亲自抓、主动抓、严格抓。对
有业务交叉、边界不清的工作，要弘
扬一种不敷衍、不推卸、不回避的工
作作风，主动认领工作任务，勇于负
责、敢于担当，确保领回的“金点
子”任务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凡收到市创城办“金点子”任务的责
任单位，不讲理由、只要实效，做到
第一时间回复，向百姓做好解释工
作，及时回复，取信于民。

“收集回来的‘金点子’中，有
不少是一时半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
如前不久一位市民提出，关于东二环
路修正工程拖延的问题，我们就认真
将延期的原因做了解释，并承诺尽快
完工。我们致电提出建议的市民，也
取得了他的理解。”市城管委工作人
员说。

在征集到的“金点子”中，较多
的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亟待各级党
委和政府解决且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民
生问题，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
建设与管理、创业就业、食品安全、
生态环境、“三农”、文化教育、交
通出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区
建设与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涉及老、
少、弱、病、残、特等群体需求的民
生内容等。记者从“金点子”办公室
了解到，截至目前，虽然已办结的金

点子有近 8000 件，但仍有 600 多件
因种种原因未能办结。“这些未能及
时办结的并不是说就不管了，我们一
直在督促相关单位尽快解决，有一些
也在层层审批为办结创造条件。”

实际上，难以落实的“金点子”
背后，更多的是市民们以保护建设城
市为己任的思考，而一次次责任部门
与群众的沟通解释，更像政府与人民
之间一次次以构建美好城市为目标的
互相体谅理解。

“通过‘金点子’活动，我们越
来越了解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以前
总觉得创城是距离自己比较远的事
情，是政府的事情，但现在却感觉到
创城也和自己有关系，因为每一个微
小的改变都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
边，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我们的生
活。”再一次提出“金点子”后，市
民阳先生感叹说。

现如今，市领导的高度重视，职
能部门的切实落实，市民的热情参
与，已经让“金点子”活动成为市
委、市政府与百姓紧密携手创建文明
城市、紧密干群关系的重要桥梁和纽
带。显然，通过“金点子”活动，把
这个城市里的人心都凝聚在一起，共
建一个美好家园、共倡一股文明之风
并持之以恒，这才是“金点子”的可
贵之处、创城的意义所在。

●“金点子”回顾：
“我家对面的水果店的招牌灯实在

太亮了，比正常的招牌灯亮很多。而且
经常晚上彻夜不关灯。我们附近居民的
睡眠都受到影响……”今年 4 月，家
住七星区梨园路的苏女士拨通了市“金
点子”办公室的电话反映道。据苏女士
说，因为长期受到光照影响，她的睡眠
质量一直不好，经常会影响到第二天的
工作。为此，她曾多次找到对面的经营
者理论，也打电话到相关部门进行投
诉，但一直未得到解决。于是，她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投诉到了“金点子”办公
室。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投诉被
“金点子”办公室第一时间反馈给了七
星区城管部门，第二天城管部门就联系
上她具体了解情况。之后，城管部门与
那家商铺的经营者进行了沟通。

“现在情况好多了！”6 月 4 日，当记
者对苏女士进行回访时，她告诉记者，由
于城管部门的沟通，对面店铺经营者现
在基本每晚 10 点以前会关招牌灯，她
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不少。

●部门综述：
“事情虽小，却关乎老百姓对政府

部门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七星区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在采访时表示，自“金点
子”活动启动以来，他们接到了许多类
似的“小事”，但他们都按照相关程
序，耐心进行处理，让当事人感到满
意。

记者从市“金点子”办公室了解
到，“金点子”活动从启动至今，一共
收到市民通过 24 小时热线电话、信
件、邮件发送等方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近 8000 条，其中已办结 7333 条，办
结率达 90% 以上，解决了一大批群众
反映强烈、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内容涉及城市建设与管理、食品安全、
生态环境、文化教育、交通出行、社会
保障、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与公共服务
等方方面面。

“金点子”活动的成效，让广大市
民了解市委、市政府“创城为民、创城惠
民”的决心和行动，让干部群众发自内心
地信任和响应，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肯定
和认可。“金点子”活动也成为市委、市政
府与百姓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据介绍，“金点子”活动开展至今
已将近三年，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处理
流程。从“金点子”的接收、形成处理
签、分发转送到责任单位、协调、跟
踪、督办和回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
作机制。“这样既有效地促进‘金点子’所
反映的意见、建议的落实和解决，也能及
时向市民反馈，回应市民的期盼。”“金点
子”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在“金点子”处理过程中，责任单
位接到处理签后的 3 — 5 个工作日内
要与建议人进行联系，确保件件有回
应；在责任单位处理好之后，“金点
子”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会再次联系建

议人，了解责任单位的处理是否真正
解决了建议人提出的问题；在此基础
上，“金点子”办公室工作人员每周
都会对“金点子”的办理情况进行通
报，每个月对办结情况进行排名，对
5 件以上未办结的单位以文件形式进
行通报，连续通报 3 个月则会对单
位进行约谈。

●市民发言：
“困扰我们 4 年之久的噪声扰

民问题用 3 天时间就帮解决了，非
常感谢金点子！” 2018 年，市民吴
春萍、陈安丽母女将写有“弘扬正气
无私奉献为民办实事创城暖民心”和
“执法为民一身正气忠于职守为民排
忧解难”的两面锦旗送到“金点子”
工作小组，以表达感激之情。

先后提了 11 条“金点子”的朱
女士说：“特别满意！每一条都有回
复，让老百姓心里特别舒坦，让老百
姓真心感觉到市委、市政府是在扎扎
实实办好事办实事。”

龙隐路居民潘昌明十几年的屋顶
渗漏问题通过“金点子”得到圆满解
决，她特意自创了一首《喜看文明之
花开在春风里》的歌曲，表达对“金
点子”活动以及桂林创城的赞扬与谢
意：“创城为民，创城惠民，民生无
小事，枝叶总关情……山水之城，开
遍文明之花，喜看文明之花，开在春
风里……”

“一站式”汇集创城“杂症”，点燃“全民创城”激情

“金点子”解决问题获好评，暂时没解决的也仍在跟进并获市民理解

●“金点子”回顾：
2017 年 8 月，“金点子”平台收

到一条没有署名的市民所提的建议，希
望拆除在漓江路天桥下人行道旁的违建
甜品站棚亭。当天，市城管委和七星区
城管部门就收到了这一信息，相关部门
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核实，发现这处
亭棚位于人行道通往国展购物公园广场
的台阶上，没有经过审批，属于占道违
法建筑。在与业主沟通几天后，城管部
门与业主一同拆除了棚亭。“在整改之
后，我们也拍了图反馈给发来‘金点
子’的邮箱，我们希望没有留下联系方
式的市民，再到现场看看。”城管人员
表示。

●部门综述：
记者了解到，“金点子”活动实施

以来，有不少市民采取以邮件的形式向
“金点子”平台提出建议，但没有留下
相关的联系方式。针对这样的情况，相
关部门依旧会针对市民提出的“金点
子”到现场进行核实，并针对具体情况
进行整改。

市“金点子”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回
忆说， 2018 年，“金点子”收到一份
邮件反映解放西路桂林中学和太平路口
之间人行道上几个树池挡路的情况。这
份邮件提道：“每天桂林中学很多学生
从这里经过，因为树池挡路，行人只能
走非机动车道，电动车多，很容易引发
事故，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整改。”

这是一个没留下姓名、只通过邮箱
联系的市民所提出的“金点子”。市园
林局收到信息后，第一时间派人到现场
进行调查核实。在调查后他们发现，其
中一个树池挡路问题确实很突出，在上
下班交通高峰期，确实对行人造成一定
安全隐患。而其他树池并不存在严重挡
路问题。

为解决树池挡路的问题，市园林局

组织绿化管护单位再次到现场进行详细
勘查。本着“既方便市民，又保护城市
树木”的原则，园林工作人员决定在保
证树木安全的情况下，破解挡路严重的
树池，以扩宽路面，并对树木进行修
剪，减轻承重。之后，园林工人对树木
进行部分断根处理，再铺上生态砖，并
加了支撑。

“虽然没有办法联系到建议人，但
是‘金点子’涉及到的部门也会高度重
视，到现场核实，并想办法予以落实解
决。”这位负责人说，这一认真负责的
态度，得到了市民由衷的认可，也拉近
了部门与市民之间的距离。

据介绍，赵乐秦书记曾对“金点
子”活动批示：“请有关城区和市直有
关部门抓紧落实，一时难以办到的可先
答复建议人。”他还对“金点子”办理
流程提出了要求：“金点子”的办理不
管做得如何，最后都要回归到建议人，
让建议人的“金点子”有回音、有答
复，形成“金点子”办理的“闭环”流
程。

在办理“金点子”时，各相关部门
都高度重视，建立了落实制度。

例如：市城管委建立起了四项针对
性的制度，包括工作台账销号制，限时
办结制，晚通报、早催办制，办理情况
督查制；市卫健委在收到“金点子”批
件后，根据文件内容，交由责任科室办
理，按照规定办结，对于可操作性强、
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金点子，在 3 —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并回复建议人；市
公安局以市局办公室为依托，及时组织
人员对“金点子”进行研判，狠抓“三
个第一时间”，即：第一时间整理分
类，对“金点子”处理笺进行整理分
类，研判分析后提出初步建议及时下发
对口单位进行落实；第一时间跟踪问
效，在协调确定对口单位“金点子”整

治方案后，以日、月为单位及时跟踪
问效，确保“金点子”整治方案的落
实践行；第一时间沟通协调，统一整
理部分“金点子”及落实过程中需要
沟通协调的事、物、人，组织人员协
调相关单位指定地点统一时间协调解
决具体问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自“金点子”
活动启动以来，我市各部委办局在
“金点子”办理过程中都总结出了自
己的办理流程制度，形成了对建议人
负责的“闭环”流程，以确保市民的
“金点子”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落实处
理。高效的办事作风和执行力，赢得
了市民的信任和点赞。

事事抓落实、件件有回音，多部门联动让“金点子”高效办结

▲中隐路 13 号红岭御苑小区居民代表给市创城办“金点子”工作小组送来锦旗和由衷的感谢。 记者唐艳兰 摄

▲根据市民提的“金点子”，中山中路非机动车道的青岩
石板路面改成沥青路面后，骑电动车的市民不再担心雨天会滑
倒了。 记者申艳 摄

▲朱女士建议七星公园门口车道设置更合理，交警部门及时回
复并整改，朱女士连连点赞。 记者陈静 摄

近三年，近 8000 条建议，办结率 90% 以上……

“金点子”活动：关键在架起政府与群众间的“连心桥”
□本报记者张苑 陈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