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GUIYANG

DAILY

4

2021年 1 月 21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黄勇 / 版式：吴洁

“融媒问政” 的贵阳实践

———写在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上线一周年之际

2 亿人次，这是一年来贵阳市融媒问政栏目的网络阅读量；13753 条，这是一年来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收集到的问题信息数量；

92%和 83%，这是一年来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为群众解决各类问题的办结率和满意率。

2019 年 12 月 4 日，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上线，开辟市民融媒问政渠道。 短短一年时间，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为市民解决了大

量实际问题，成为贵阳市各级党政机关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有效载体。 “上网交心下网服务”“网上问题网下解决” ，贵阳市融媒

问政平台积极运用互联网和融媒体打造“舆情蓄水池”“民情聚合地” ，架起了网民、市民与党委政府之间的“连心桥” 。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近年来，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民群众

获取信息、表达意见、反映诉求的主渠

道，贵阳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网上民

声” 。

2019 年 12 月 4 日， 贵阳市融媒问

政平台上线， 按照 “即接即转即办” 的

思路，线上收集网民、市民关于贵阳市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

反映和诉求。 同时， 贵阳市 14 个区县

（开发区）、33 个市直部门、14 个市管企

业作为入驻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的首批

单位，在线回复市民提问。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在党委政府和

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 “连心桥” 。

通过这座“连心桥” ，既为热心网友、市

民提供便捷服务、排忧解难，也督促政

府部门提升行政效能。

自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上线以

来， 累计转办市民提交的问题线索超

过 1.3 万条，内容包括咨询、求助、批

评、举报、建议等，涉及群众衣食住行、

生老病养等民生问题，服务作用显著。

按照“线上入驻、实体运作” 的模式，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建立了一套群众

诉求集中受理、分级交办、限时反馈、

群众评价、舆论监督、督察督办的工作

流程，逐步形成市、区、职能部门、职能

部门下属单位四级联动的工作格局，

形成环环相扣的“一条龙” 全程办理

工作链条，确保市民的提问“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落实” 。

要让市民、网友积极参与网络问政，

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提供快捷、方便的问

政手段。

如今， 市民只需要拿出手机搜索

“贵阳市融媒问政” ， 注册后就能反映

问题，并可以上传图片、视频等附件，真

正实现了随时随地向部门“问政” 。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市民胡宪

泽在登录使用贵阳人社通 APP 时，发现

不能办理异地医保备案后，他立即登录

融媒问政留言询问。 胡宪泽的提问于当

天 11 时 19 分进入平台， 随后被迅速分

办。 当天 12 时 14 分， 市医保局给出回

复：“由于现在不能随意开发 APP，可以

从微信小程序里搜索数字贵阳，在这个

小程序里办理异地备案及撤销。 ”

从提交问题到收到回复， 不到一个

小时，这样的办事效率令胡宪泽由衷赞

叹。 他不仅给了部门“满意” 评价，而且

追加留言：“回复极快，相当满意。 ”

与过去的投诉渠道不同， 贵阳市

融 媒 问 政 真 正 做 到 了 流 程 “全 透

明” 。 问政人注册后， 即可在平台上

发布问政信息。 问政内容、问政时间、

官方回复等内容，问政人可随时随地

上网查阅，而行政处理过程全部接受

社会监督。

如今， 这一便捷高效的 “问政” 方

式，正得到越来越多贵阳市民、网友的

青睐。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上线一年，累

计转办市民提交的问题线索 12360 条，

累计办结 11398 件， 满意评价 9464 件，

办结率达 92.22%， 满意率达 83.03%，基

本实现普通问题三天回复、复杂问题限

时办结。

畅通“问” ，更要做好“答” 。

答政的关键不在于“一答了之” ，而

是实实在在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过去一年，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通

过建立入驻单位限时回复工作制，确保

“办” 的时效； 通过坚持以人民满意为

评价标准，确保“办” 的实效；通过向全

社会“晾晒” 入驻单位工作实绩，让贵

阳市融媒问政平台成为干事者的“亮相

台” 、推诿者的“曝光台” 。

每个月中旬，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

都会对各单位办结率、回复率、满意率等

重点指标进行排名， 按月在贵阳日报传

媒集团下属媒体公布办结率 “前十位”

“后三名” 和市民满意度最高的 “前五

位” 、市民“最不买账” 的“后三名” 。 这

份公开晾晒的“成绩单” ，有力倒逼相关

责任部门整改落实相关问题。

不仅如此，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

围绕民生实事办理、 社会治理创新、

服务环境改善、营商环境优化、民生

问题解决等领域，有针对性地组织问

题整改责任单位相关负责人现场接

受群众评议，并对整改工作进行公开

承诺。

在 2020 年贵阳市全国文明城市整

改攻坚期间，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第一

时间开设专题， 紧盯问政转办整改成

效，以“红黑榜” 的形式推出了三期整

改成效榜单排名，曝光 55 个整改不力的

问题及其责任单位； 对于突出问题，邀

请相关责任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在媒体

上公开整改承诺；对于二次整改仍不到

位的 27 个问题， 上报市指挥部挂牌督

办，有力推动贵阳北站“黑车” 拉客乱

象、 玉溪路 3 号院不文明养犬、 沙冲北

路袜厂巷下水道成 “潲水桶” 、 二戈寨

路面破损、世纪城龙兴苑油烟污染等一

批“老大难” 问题得以整改解决。

2020年年底，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组

织开展 2020年度 “贵阳十佳答政单位”

网络投票活动，公开“晒” 出 32 家入驻单

位的实绩，接受网上阅评。据统计，此次活

动累计有超过 130万人次参与投票。

过去一年，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

充分发挥督办督查和党报媒体的舆论

监督作用，双向发力，强化责任落实，

有力提高了融媒问政转办质量和群众

满意率。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自上线以来，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旗下贵阳日报、贵阳晚报、贵阳网、贵阳

头条、ZAKER 贵阳等平台全部开设“融

媒问政” 专栏，对转办信息开展追踪问

效， 对于问政效果好的进行正面宣传，

对于回复效果不好、落实不到位、群众

意见大的进行曝光，累计发布舆论监督

稿件 600 余篇，倒逼责任落实。

在此基础上， 市督办督查局将各单

位融媒问政工作情况纳入执行力项目

考核，对办理情况不好或媒体曝光的突

出案例进行专项督查，有力推动了一批

“老大难” 问题得到整改解决———

针对市民反映的南明区二戈寨赖头

冲拆迁安置房漏水三年未解决问题，贵

阳市融媒问政平台介入后，南明区住建

局组织多部门现场“会诊” ，并于 2020

年 4 月开启排查整改工作；

2020 年 6 月，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

曝光花溪区亨特翰林溪苑小区遭遇违

规施工一事后， 相关部门快速介入调

查，并对房屋安全进行鉴定和整改；

2020 年 8 月，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

记者暗访发现， 当地部门曾两度回复

“已叫停” 的白云区艳山红镇一无证制

砖厂仍在偷偷制砖。 此事曝光后，白云

区相关部门连夜取缔该砖厂，并承诺将

举一反三，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020 年 12 月， 在贵阳市融媒问政

平台的不断追踪和督促下，“沉睡” 八

年多从未投用的新添立交地下通道，重

新修缮并开通，周边居民不用冒险与车

辆抢道；

……

2020 年，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先后

收到来自南明区在水一方小区业主代

表、 云岩区金宇紫林广场小区业主代

表、乌当区银泰花园业主代表、开阳县

永温镇坤建村村民黎小平等超过 100 人

送来的锦旗和感谢信。

2020 年年初， 家住未来

方舟的市民张先生在贵阳市

融媒问政平台留言：“希望机

场大巴能在未来方舟设置停

靠点。” 虽然留言只有十几个

字， 但该建议却被贵州空港

巴士运输有限公司采纳。 经

过实地调查、 报批，7 月 2 日

起，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至

中天未来方舟专线———贵阳

机场大巴 6 号线开通。

小到吃水不便、 路灯不

亮、 垃圾桶有异味、 噪音扰

民，大到棚户改造、出行难、

医疗保障等问题， 贵阳市融

媒问政平台一直在为老百姓

解决问题。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上

线一年来， 融媒问政办结率

达 92.22% ， 满 意 率 达

83.03%。 问政满意度的高低，

折射出的是部门、干部“为民

情怀” 的多少。 通过问政，各

级各部门树立了形象， 增强

了公信力， 有效提升了机关

办事效率， 进一步改变了办

事作风。

一问一答间，各级党委政

府与老百姓的心越走越近。

2020 年 11 月，针对云岩区东

山公园路段长期拥堵问题，市

民罗先生通过贵阳市融媒问

政平台向有关部门提出三条

“治堵” 建议。 贵阳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市公交集团实地调

查和认真研究后，没有采纳罗

先生的建议，并给出翔实的数

据分析。 事后，罗先生对相关

部门作出满意评价，并认为部

门讲得合理合法，是自己考虑

问题不够全面。

通过贵阳融媒问政平台

这座“桥” ，群众的期盼得到

及时回应和关注 ， 群众的

“心声” 也融入党委、政府的

决策和工作之中， 让群众有

了更多参与感、 获得感和幸

福感。

融媒问政不仅要听民声、 解民

忧，还要聚民智。

截至目前，贵阳市融媒问政相关

内容网络点击量超过 2 亿人次，市

民评论超过 60 万条， 其中 85%为正

面评论。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通过

“服务 + 宣传” 的方式，以政府部门

转办服务的实在效果， 极大激发了

市民关注贵阳发展、 积极建言献策

的热情。

目前，在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的

留言中， 建言献策类型的信息约占

10%，使融媒问政成为畅通民意的舆

论场和交流台。 云岩区打造国家级

步行街要做到文商旅融合、 黄河路

建议增加直行标志、 银通山庄路口

治堵建议等 780 余条来自贵阳市融

媒问政平台的市民建议得到了相关

部门的积极回应和采纳。

2020 年 11 月，贵阳市融媒问政

平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单位的

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荣获 2020 全

国媒体融合创新———典型案例奖。

2020 年 12 月，贵阳市融媒问政

平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融媒问政监

督员，短短几天，来自工农商学等各

行各业的 200 余人踊跃报名，愿意为

贵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搭建平台 61 家单位在线答政

方便快捷 随时随地向部门问政

定期“晒” 成绩 督促解决问题

“新闻 + 督查”

倒逼责任落实

一问一答间

架起“连心桥”

凝聚社会共识

汇聚发展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林波 / 文

岑继维 / 制图

B

C

A

E

F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