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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普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在10平方米的小平房
里，娶妻生子嫁女。最多时，这间小屋挤着老少三代5口
人。屋内阴暗潮湿，老鼠、臭虫、蟑螂等时常光临。住在西于
庄，最怕下雨，屋子比院子低，院子又比马路低，一下雨，雨
水倒灌，家家户户锅碗瓢盆齐上阵。冬天更是难熬，房子
四面漏风，开着电暖气，还得穿上羽绒服。
“什么时候能住上楼房哟？”拆迁的消息传了一次又

一次，王普和街坊们盼了一年又一年。
棚户区是历史欠账，也是“城市伤疤”。改善和保障

老百姓的住房，一直是党和政府牵挂的大事。绝不允许
在高楼大厦背后还有贫民屋，也绝不能以平均数掩盖一
人一户的困窘。

2016年年底，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用3年时间，完成
市区147.33万平方米、共计6.24万户棚户区的改造任务。
“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的各有各的难。”市住建委征收

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这些项目是多年来数轮改造后遗
留的“硬骨头”，房屋建筑密度大、户均面积小，低保残疾等
困难群众集中，房屋权属问题、家庭纠纷等错综复杂。

棚改是一场攻坚战，再难，也要把老百姓的事办好。
搞民生改善，财力不是最重要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
破除“怕老百姓占便宜”的念头。
“我们制订了一整套惠民补偿安置政策，对于确有

困难的棚改居民，根据方案采取领取困难补助、优先安
置孤寡老人、妥善安排就业等措施，另外，对于原住房面
积小且他处无住房、补偿款不足以购买最小安置房的，
可享受托底安置房一套，不用补交房屋差价。”征收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说，在棚改中，为彻底解决困难群众的后
顾之忧，各区精算发展账、民生账，不搞“大水漫灌”式补
偿，找准突破口、因地制宜、精准施策，3年累计发放各类
困难补助近15亿元，约3万人受益。

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一项项民生实事
书写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

2020年11月，天津提前超额完成“棚改清零”任务，
30万居民出棚进楼，市区棚户区居民户均面积由原来不
足20平方米，提升到65平方米以上。
“这辈子，满足了！”王普一家人搬进了90多平方米

宽敞明亮的新居，喜圆安居梦。
心怀“国之大者”，着眼于“为民小事”。以人民为中

心，越是在关键时刻，越是考验初衷本心。
2020年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病毒传

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既是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也是一场民生保卫战；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1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一家一户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吗？肉菜蛋奶供应及时吗？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的一日三餐
有着落吗？一点一滴，无不关系到老百姓的平常生活。
“社区成立了疫情防控服务队，封控期间，志愿者

们每天为我们买菜、买药、买各种生活用品。有些老年
人不会用手机，他们就一家一户上门收集购物清单，给
老人们买来送到家门口。”今年1月，津南区咸水沽镇
居民刘欣所在的社区曾被封控，居家隔离的日子，她坦
言“从来没有担心过。”

安心的背后，是政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责任
和担当，是党和政府让每一位群众都过上安稳日子的
不懈追求。

在与奥密克戎“硬刚”的日子，津南区在区、镇街、村
居设立了三级民生问题应急保障工作组，通过民生诉求
直办机制，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的紧急热点问题；

与病毒赛跑，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组建专门团队，在
24小时内打造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信息录入系统，变
“你扫我”为“我扫你”，刷一下身份证就完成登记，几轮
核酸大筛越筛越快；

筛查采样点位越设越多，直至“搬”进了居民小区
里，“别让大家挨冻！”志愿者们一栋一栋喊居民下楼，同
时为老人、孩子开设绿色通道，加快筛查进度；

为封控管控区内的高龄孕产妇、残疾人、慢性病患
者建立台账，指定专门医院收治常见病患者，“托底”急
危重症患者，坚决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
……
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个国家、这座城市在尽最大努力

地善待每一户平常家庭、每一位普通百姓。大国与小家，
大城市与普通人，“家”与“国”一体，“市”与“民”同心。

关键小事与发展大局

民生，就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
茶”是最日常的“小事”，看起来微不足道，却一头连着普
通百姓生活，一头关系发展稳定大局。

谁家过日子没有难事、烦心事？运用“底线思维”，坚
持底线思维“底”到底，带着百姓关切、怀着为民情怀、挂着
群众冷暖，才能真正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

宝坻区中保楼小区是2000年建成的老小区，现有居
民1092户。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小区供电一直未并入国
家电网，电费由物业公司代收代缴。

区里为实施民心工程，决定对小区进行电力改造，
物业公司为维护自身利益，阻挠施工单位进场施工，中
保楼小区售电系统迟迟得不到提升。
“我们每用1度电,要比国家标准电费多缴0.13元!”

居民们对物业公司收取的高价电费不满，一些居民拒缴
电费，物业公司干脆断了电。
双方矛盾激化。业主们走上了信访之路。
民生问题大于天。宝坻区高度重视，把其纳入为群

众办实事、主动向群众汇报的重要事项，由区主要领导
牵头，分管领导重点抓，召集区工信委、国家电网宝坻区
分公司、区住建委、派出所、业委会，先后4次专题研究小
区电力改造解决方案。

炎炎夏日冒着酷暑，工作组多方奔走。一把手“提锅
上灶”，真正把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放在心上。
“我们终于享受到了国家统一的售电价格，政府给

我们换了新电表，解决了困扰我们20多年的高价电费问
题。”居民们心里亮堂了。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

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信访工作要为民解难、为党分忧，
对于那些时间跨度长、政策限制多、解决难度大的信访积
案，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啃最硬的‘骨头’，与群众坐在一条
板凳上，千方百计推动‘事要解决’。”市信访办二级巡视
员、综合协调处处长王振刚说。

敢啃硬骨头、敢于主官上、敢于认错纠错、敢于为民
做主、敢于依法处置、敢于追责问责。把人民拥不拥
护、答不答应、赞不赞成、满不满意，作为化解信
访积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大批“钉子
案”“骨头案”得到了化解。

2019年，全市开展信访积
案大化解活动，解决了
一大批历史遗留
信访问题。2020年
以来，对上级交办
我市的两批 7153
件和市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梳
理的579件信访积
案，全部落实领导
包案。各级领导干
部坚守为民的大
情怀，坚持底线思
维、法治思维，认真
分析、研判、溯源，努
力寻找解决方案，
争取群众的理解和
支持，努力在“事心
双解”上下功夫。

办好群众有感的“关
键小事”，要时刻把群众冷暖放
在心上。细算“民生账”，多干让群众
得实惠的事，少干、不干好看但不实惠的
事，浇水要浇到根儿。

一直以来，历史遗留房屋产权证的
办理，是一些群众的“心病”。

2017年以来，我市迎难而上、创新
招法、打通堵点，蹚出了一条远年房房屋
产权证办理的“天津路径”。

河西区宁波道23号是座独栋小楼，
40多年前由３家单位联建。由于年代久
远，建设单位多次变更、注销，住在这里
的9户居民一直没有房本。居民们多次
找到有关部门反映，但在市规划资源局
和市住建委，都查询不到这栋楼相关规
划备案和建设手续。

历史遗留房屋大多情况复杂、矛盾
集中。经过近3年努力，我市已经解决了
30余万户群众历史遗留产权办证问题，
但仍有部分房屋或因用地、规划手续缺
失，或因土地出让金欠缴、开发主体灭失
等原因，没有登记办证。

沉积下来的，都是难题；破解
开来的，先是心结。一件件小
事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历史遗留房屋产权
证的办理需要打破常规，没
有担当作为的气魄做不来。

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
实、实事求是的原则，宁波道
23号项目由市规划资源局
牵头，联合市住建委、河西区
政府等部门，和人大代表一
起，先后6次专门召开会议
协商解决办法。市规划资源
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说：“在
产权单位已经灭失的情况下，将
宁波道23号的产权划为河西区政府，
纳入直管公房管理。后续，这栋房屋由区政府
兜底，彻底管起来。”很快，这栋小楼就有了产权
证，9户居民顺利领到了盼了近40年的“大红本”。

对于产权证办理过程中存在的与现行政策不符问
题，本着勇于担当的精神，不断创新思路举措，我市制定
了10条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最大限度简化办理程序，
缩短产权证办理时间。

在“理旧账”的同时，我市还积极“创新招”，推行交
房交地交证“三同步”，让群众称心。通过服务前置、优化
流程、业务协同、数据共享，首批69个开发企业、86个商
品房项目纳入“交房即交证”范围，涉及购房群众近5万
人。目前，“交房即交证”已进入常态化，已有23个项目、
11078户购房群众“交房即得证”，吃下“定心丸”。

城市小细节与管理大视野

一座城市的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市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超大城市的城

市管理，既包罗万象，也具体而微，既需要大视野，也要
彰显小细节。”市城市管理委被人们称为“民生办”，副主
任郝学华这样说。
“这小公园不错！我每天早上买完菜都在这儿歇歇

脚，等车的时候，还能欣赏周围的风景。”河西区体北公交
站前的街边游园，是李连江大爷每天必到的“打卡地”。

这个小公园是我市利用边角地、闲置地建设的一个
“口袋公园”，改造前这里是一片杂乱的边角地，垃圾很
多，还有围挡，现在绿地清整了，围挡打开了，增设了座
椅，方便来往的居民遛弯、休闲。

方寸之间有天地，细微之处见乾坤。2021年，我市共建
设完成28个社区公园、街头公园、“口袋公园”，作为大型城
市公园的补充，总面积约为26.35万平方米。
“这些口袋公园，是按照地块本身的形状、特点顺势而

为建成的，最小的只有100多平方米，目的就是利用一切可
以利用的空间，将不讨喜的旮旯犄角打造成老百姓家门口
的绿色走廊，让老百姓开窗即可赏景，出门即可游玩。”市城
市管理委园林建设处处长曹勇说。

今年，我市将充分利用现有绿地资源，计划再提升改造
50个社区公园、街头公园、“口袋公园”，进一步提升区域绿化
品质。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这些见“缝”插绿、“小而美”

的袖珍公园，融入了百姓的生活，扮靓城市的“绿色
度”，为人们增添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寻常巷陌，百姓门前，关乎民
生福祉。推进城市管理向背街里巷

延伸、向“细枝末节”聚焦，精
细化、精准化的管理提
升了城市温度。
“道路是否干净，

光靠‘看’不行。”市城
市管理委环卫处处长
焦春宝说，“我们推行
‘以克论净’，对‘干
净’进行了量化、定出
了标准，每平方米路
面积尘量小于 10克
为达标80分，小于5
克为100分。”

2021年我市对全
市16个区5248条（次）
道路进行了“以克论净”
考核，采集点位36736
个，平均达标率为86%。

这背后是2.6万
环卫工人、2900辆机
扫车团队的辛勤付
出。目前全市4146条
道路、1.34亿平方米
路面,全部实现精细
化清扫保洁作业，
2801条可机扫水洗的
道路实现100%机械
化作业，清扫面基本
实现了“主动脉”和
“毛细血管”全覆盖。
实现了主干道路及重
点地区18小时、次干
道路及支路14小时、
里巷小路12小时清扫
保洁的作业标准，可
见垃圾在路面上的滞
留时间一般不会超过
15分钟，这样市民走在

路上才有“干净”的感觉。
难看、难闻、难找、难用，公厕

“四难”曾受市民诟病。随着我市
“厕所革命”的深入推进，不仅公厕
环境日益改善，而且功能也更加完
善，二类及以上公厕免费提供洗手
液、厕纸，增加了小挂钩、语音播
报、WiFi、无障碍设施以及第三卫
生间。目前全市4208座环卫公厕
全部实行标准化管理，特别是在新
冠疫情防控期间，增加了消杀频
次，提升了作业标准。通过“天津公
厕”微信小程序、津心办“找公厕”
功能、高德地图等途径，市民和游
人可以快速找到附近的公厕。

一城之美，始于颜值，归于管
理。小细节的背后，是城市管理的
大视野。以绣花功夫管理城市,关键

在于要将“针尖”真真切切地对准“疑难
杂症”,解决百姓所需——

路灯照明不佳，实施路灯“1001”工程，对全市941个
小区18969盏高耗能路灯和71条道路1241盏高压钠灯改
造升级，同时通过路灯监控平台实现无线监测，调光、节能一
举两得。新建的路灯杆标有了“身份”，光源故障可及时报修；

为确保市民温暖过冬，连续6年每年投入十几亿元提
前、延后弹性供暖，同时“冬病夏治”，将供热旧管网改造纳
入民心工程，在每年50公里改造任务的基础上，去年市城
市管理委组织有关区将改造任务增加至115公里，为96个
小区解决了供热管网隐患突出问题；

市委、市政府高位推动垃圾分类，《天津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于2020年12月1日实施，与此相配套出台20余个制
度文件，目前全市5217家公共机构建设了分类设施，3864所
大中小幼儿园将垃圾分类纳入教学体系，近4000处投放站
点提升改造，撤桶定点建厢房，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到90%以上；

停车难是大都市的通病。“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对机动车停
车泊位进行大数据管理，构建“停车一张图”，覆盖全市停车场。
……
一角绿地、一条马路、一间公厕、一盏路灯、一个垃圾

箱，都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像绣花一样精细，从一针一
线“绣”起，用细心、耐心、巧心，用细密的“针脚”，天津绣出
了城市管理的精细化，也绣出了百姓生活的高品质。

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立足新发
展阶段，天津将坚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倾心倾力打造民
生建设的“升级版”，努力让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变成放心
事、暖心事，让更多人实实在在分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共
同建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新家园。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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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其中强调
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天津坚持抓住“关
键小事”，从一点一滴做起，下足“绣花功夫”，精细化精准化保障和改
善民生。这种以“小事情”落实“大道理”的思路做法，充分体现了天
津秉持的“小”与“大”的为民之道。

坚持胸怀“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国之大者”一定
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
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我们
党从来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要巩
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就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天
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思考问题，打大
算盘、算大账，是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决策部署天津实施的具体体现，
也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
动。“国之大者”内涵丰富，究其根本就是必须坚定人民至上的政治立
场，说到底就是“让人民生活幸福”。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才能真
正把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落实到想问题、定政策、办事情各环节全过
程，自觉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

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大事里面往往包含着许多小事，许多
小事集合起来也就成了大事，这是大事与小事的辩证法。毛泽东同
志早在1934年就强调，“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
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
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
程上。”天津树立“不怕老百姓占便宜”的理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把小事当成大事办，千方百计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真切更加实在。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
事。”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
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要关心群众的
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办好老百姓家长里短的“小事”。

坚持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我们党来自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必须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初心使命的最好诠释，彰显了共产党人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底色。天津强化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
场、走好群众路线，从“海河夜话”到“早看窗帘晚看灯”，从关注高楼
大厦背后群众的甜酸苦辣到“向群众汇报”，体现了心中有民、务实为
民的真挚情感和扎实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民之所忧，我
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
权。了解群众疾苦、倾听民意民声，摸清群众生活的难处和感受的痛
点，就得扑下身子、放下架子、迈开步子，走出机关大院，到车间码头，
到田间地头，到社区街头，到群众炕头，亲身体察、现场体验、真情体
悟，身上带着土、脚上沾满泥，脑子里才有实招、工作上才有实效，才
能得到群众的认可、信任、拥护。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应该辩证
把握“小”与“大”的为民之道，既时刻挂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又能够聚焦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业教保医”，坚持将大事作于细小，
不断把民生“问题清单”变成百姓“幸福账单”，切实让广大人民群众
及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携手走在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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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天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发展成就巡礼

专家视角
本报与市社科联 联合组稿一种“小”与“大”的为民之道

——天津强化精细化精准化管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胸怀“国之大者”办好“为民小事”

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 袁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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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思路的创新、有力的执行，这一切的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甘为

孺子牛”的为民情怀，也是主动靠前、积极担当的力度与智慧，更是畅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的知心、贴心与细心。

流转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初心。灯亮了，路通了，下水道不堵了，群

众的“微心愿”满足了；解难题的速度快一些，办好事实事的力度强一

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就会多一些。民生是最大的政

治。人民群众的一件件“小事”，就是国家的大事，就是党员干部发力之

处。将心比心、以心暖心，从“小事”“琐事”做起，把好事办实、实事办

好，就能让笑容绽放在群众的脸上，让更多暖意流进百姓的心田。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为人民服务的手段与方法也在与时俱

进、不断革新。从线下到线上，人民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跟

进到哪里。从“趾间”的走访，到“指尖”的问政，数据多跑路、服务再

提速，让问需问计变得愈发精准，把连通社会方方面面的“智慧

网”，变成人民满意的“暖心网”。从社区约吧，到村民议事会、吐槽

大会……与群众相知相守，倾听意见建议，主动发现问题，时时与

百姓需求对标，让工作顺应群众需要，打开的不仅是为民服务的更

多窗口，也给民生工作增添了亮丽而又温暖的色彩。

不弃微末、不舍寸功，将破题解题、担当作为的信心决心对准群众的

急难愁盼，对准百姓生活的“细枝末节”，始终把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过头

顶，就一定能不断提升百姓幸福指数，在新征程上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把群众利益高高举过头顶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053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1810142733 23 15

全国投注总额：356510652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4注
81注
970注

46762注
969144注
6775188注

10000000元
366853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2046352325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122期3D开奖公告

5 9 2
天津投注总额：88048288048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38注
858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