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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新时代如何完善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 颍上县在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畅通村居社会
治理“微循环”、贯通党群干群连心桥
上聚焦聚力， 通过成立村嫂理事会，
充分调动广大妇女的积极性 、 主动
性、创造性。 村嫂们通过柔性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利用亲情、乡情、邻情的
优势，把党和政府的政策传达到社会
最基层，调解纠纷，化解隔阂，改善人
居环境，提升乡风文明，为实现乡村
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柔性参与

———村嫂化身“六大员”

“自从村里有了村嫂理事会，以前
养老金、医保等需要自己跑腿的东西，
现在都是村嫂主动上门帮助办理，方
便多了， 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也可以找
她们。 ”1 月 14 日，颍上县西三十铺镇
洪单村村民马俊德老人对记者说。

陈颖是洪单村村嫂理事会的一
名村嫂，在她负责的柳条湖自然村片
区里，有 91 户村民。 陈颖今年 30 多
岁，性格开朗，说话做事干净利索。 自
从去年 5 月份加入村嫂理事会后，平
时在闲暇时间除了帮助周围群众释
疑解惑、“跑腿”办事外，还经常走村
入户，帮助排解夫妻、婆媳、妯娌、姑
嫂的小矛盾， 田间地头的小纠纷，乡
间邻里的小隔阂 ， 生产生活的小问
题。 2020 年 8 月，柳条湖自然村的林
海清和王德秀两人因田地边界问题
产生矛盾，陈颖得知后，主动前去调
解，三人团坐田间地头，拉家常，讲政
策，摆事实，矛盾慢慢就化开了。

2020 年 4 月，颍上县委部署启动
村嫂理事会工作后， 西三十铺镇党委
立即行动，在县妇联的指导下，5 月份
选择了洪单村作为试点村，先行启动，
充分发挥村嫂理事会在倡导乡风文
明、提高善治水平、推进农村基层自治
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有效畅通基层治理“微循环”。
“乡村善治 ，光靠干部 ，是远远

达不到的。 ”西三十铺镇党委书记江
腾说，农村事情小、多且杂，村干部精
力有限，无法面面皆知、事事亲为。 乡
村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留守在村里
的妇女、儿童、老人居多，鼓励妇女通
过参加村嫂理事会为大家服务，对村
干部的工作是个很大的补充。农村中
的许多问题经过村嫂理事会这个“小
筛子”筛过之后，到了镇这一级，就少
很多了。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颍上县县乡
村积极行动、主动作为 ，最广泛地把
农村妇女动员起来， 立足志愿服务，
辅助村居治理。 村嫂围绕政策法规宣
传、村庄环境治理、移风易俗、安全隐
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开展工
作 ，用进家门 、拉家常 、帮家务的方
式，从邻里之间家常小事入手 ，发挥
妇女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成为扎根
在群众身边的政策法规“宣传员”、村
居环境 “监督员”、 乡风文明 “引领
员 ”、矛盾纠纷 “调解员 ”、村居治理
“信息员”、扶弱济困“服务员”。

志愿服务

———划片包干“网格化”

“我们村嫂不是官 ，就是社会的
一员；乡村振兴宏图展 ，建设征程比
奉献；多出力气显才干 ，妇女能顶半
边天；古有从军花木兰 ，今看村嫂谱
新篇……”这是颍上县王岗镇蔡郢村
村嫂黄珍写的快板 《两姐妹话村嫂》
的部分内容，形象地反映出村嫂志愿
服务热心奉献的精神风貌。

老家在齐齐哈尔的周国英嫁到
耿棚镇罗桥村已经 20 多年了， 这个
热心肠的东北妇女自从加入村嫂理
事会后，脚踏实地干在实处 ，服务群
众走在前列。 村民李进在外地打工，
家中只有妻子 、 孩子和年迈的老父
亲，前段时间，他的妻子患急病需到
县城就医，家中老人、孩子无人照顾，
周国英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帮忙做
饭、打扫卫生、看护小孩。

“在村嫂角色定位上，
我们明确村嫂不是

官，村嫂既要
照 顾 家

人，又要克服家庭困难，体现出来的是
服务一方的奉献精神。 ” 西三十铺洪
单村党支部书记韩玉洁向记者介绍，
开展村嫂理事会工作，人员是关键，村
里通过个人自荐、群众推荐、村级党组
织推荐等方式，推选出有责任心、组织
协调能力强、 工作积极性高的妇女作
为村嫂候选人，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方
可成为村嫂理事会会员。

据颍上县妇联主席张燕介绍，在
人员选配上，村嫂理事会会员覆盖到
自然村，按照人口比例 ，每百户左右
配备一名“村嫂”。 截至目前，颍上县
在全县范围内共计推选产生 4322 名
村嫂，年龄结构上老中青结合 ，文化
结构上以初中以上文化为主力军。 村
嫂理事会实行会长负责制，会员实行
划片包干，网格化管理。 村嫂理事会
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和村妇联的指导
下开展工作，协助党小组长和村民小
组长参与基层治理。

“村嫂本来就是群众中的一员 ，
既能很快发现身边的一些问题，又能
协助镇村干部把这些问题解决在基
层，村嫂理事会开展工作后 ，村里实
实在在做到了‘事事有人问 ，户户有
人管’， 村居治理一网多格、 联动共
建，消除了基层社会治理空白地带。 ”
西三十铺镇党委书记江腾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村嫂理事
会工作开展以来，颍上县由村嫂调解
的矛盾纠纷达 1249 件， 调解成功数
1086 件； 排查出的安全隐患点 5670
个，整改数 5530 个。

三级联动

———正向激励“强支撑”

2021 年新年伊始，颍上县西三十
铺镇召开村嫂培训暨表彰会， 对全镇
村嫂理事会的 139 会员开展提升 “六
员”服务能力的培训，培训结束后，还
对涌现出的优秀村嫂进行表彰。获得
“优秀村嫂”荣誉、手拿奖品的高瑞
梅开心地告诉记者：“村嫂理事会
给我提供了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
平台， 让我这个过去围着锅台转
的家庭妇女有了新的 ‘社会角
色’， 在服务群众中实现自身的价
值，我感到很骄傲。 ”

“对村嫂进行培训和表彰，是

为了激发村嫂的内在动力，从村嫂中
发现人才，用好 、培养好人才 。 下一
步，我们将把优秀村嫂纳入入党积极
分子重点培养，引导她们向党组织靠
拢， 符合相关条件优先发展为党员；
对表现突出、 工作能力较强的村嫂，
村两委换届、‘两代表一委员’推选时
也优先考虑。 ”颍上县耿棚镇党委委
员、妇联主席孔令令说。

为了深度推进村嫂理事会建设，更
好地促进颍上乡村善治，颍上县按照实
施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推出县乡村三
级联动的村嫂工作机制。全县设县乡村
三级村嫂理事会，县、乡两级村嫂理事
会会长由同级妇联主席兼任，村级村嫂
理事会会长由村妇联主席兼任或从优
秀村嫂中产生。 县村嫂理事会按照章
程，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运行规章制度；
乡（镇）村嫂理事会按照县村嫂理事会
工作要求，因村制宜制定日常管理制度
和调度评议办法；村级村嫂理事会具体
负责村嫂日常管理工作。 形成上下贯
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村嫂围
绕“六员”职能，充分发挥其在村居治理
工作中的辅助作用。

与此同时，颍上县加大对村嫂工作
的投入，确保做到“六个一”：县级为每
位村嫂配备一部智能手机、 一辆电瓶
车、购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乡镇为每
位村嫂发放一本工作手册、一套工作用
品；行政村配备一处办公场所及办公桌
椅和电脑设备。村嫂工作补贴原则上不
高于村党小组长、村民小组长，由县乡
两级共同负担， 县级列入每年财政预
算，乡镇予以绩效补贴。 县乡两级村嫂
理事会可以接受社会捐赠，鼓励社会各
行业、团体、个人为村嫂理事会开展工
作提供支持。

美丽乡村换新颜
■ 本报通讯员 丁晶晶 李媛媛

“我们村这几年整治环境、 畅通道
路、 建设文化小广场， 村容村貌变化很
大。同时，村里一方面大量种植太空莲带
领村民致富， 一方面加大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现在一到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来
我们这游玩拍照， 连农家乐和农副产品
销售都带动起来了。 ”日前，在肥西县山
南镇长庄村，第一书记王克贵告诉笔者，
该镇近年来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打造一村一品，让村民
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他介绍， 该镇金圩村作为集聚提
升类村庄，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服务功
能为主，通过“环境立村、产业兴村、旅游
富村、人居繁村”等措施，全力打造生态
宜居示范村、农业发展特色村；柯桥村定

位为“湖畔明珠，田园柯桥”，优化村居环
境，完善设施配套，打造设施齐全、生态
宜居、文化浓厚的特色田园乡村，主动融
入环巢湖生态圈，突出“湖畔田园”村居
特色；上圩村整合优势资源，以发展现代
农业为方向，重点发展苗木种植业、现代
农业、蚕养殖业，适度发展休闲观光，建
设农林型村庄。

截至目前，肥西县共建设 88 个美丽
乡村中心村， 其中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
62 个、市级 34 个，其中市级升为省级的
有 8 个。 “我县将持续深化美丽乡村建
设，重点在改善农村环境问题上下功夫，
着力健全村庄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建设，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治理等重点
工作，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肥西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鱼兆丹说。

“数据跑腿”防疫情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葛新爱

近期，面对国内偶发疫情，为减少群
众跨地域办理事项的流动频次， 蒙城县
精心梳理网上不动产办理事项， 优化环
节流程， 尽可能让群众少出门、 数据多
“跑腿 ”， 做到登记办理时间平均缩短

70%、材料精简 50%以上，有效织密抗
疫服务“保障网”。 “没想到现在买房
也能在网上办证、交税，相距这么
远不用来回跑，省钱是小事，关键
当前疫情期间健康安全是大事，
老百姓哪能不欢迎呢！ ”1 月 13
日，省外工作的张先生在蒙城县
数据资源管理局工作人员的电
话指导下， 仅用不到五分钟，就
在网上完成了其在老家蒙城新购
住房的不动产登记缴税业务。

“疫情当前 ，给异乡群众办理
事项带来诸多不便。我们通过数据对

比分析，梳理优化不动产事项办理流程，
做到网上能办尽办， 以减少群众跨地域
流动。”蒙城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郁
双超介绍说，近年来，围绕不动产登记、
企业开办、公积金提取等高频民生事项，
全县积极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
次”改革，通过流程再造、并联审批等举
措，将过去群众到多部门多窗口的路程，
替换为线上的跑批流程， 将需要现场提
交的材料， 替换为自动提取的电子证照
和材料库，实现越来越多事项的“一窗通
办”和24小时不打烊服务。

据悉， 蒙城县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过程中，紧盯不动产登记提速目标，实
现不动产登记办理“三级跳”，即：群众从
以前的“到多部门、多窗口 、跑多次 ”的
1.0 版本，到“进一扇门，仍跑多个窗口”
的 2.0 版本，再到“只要一个窗口、一套
材料，就一次办结”的 3.0 版本，通过数
据共享、流程对接，有效打破部门业务的
“防火墙”。

信用红本在乡村治理中的“厚度”
■ 本报通讯员 吴黎明

“家里承包了好几口塘养螃蟹，以前
总是犯愁没有资金周转， 现在是挑贷款
产品挑花了眼。”刚参加完一场镇里举办
的金融产品推介会， 当涂县乌溪镇南广
村信用户汪昌宏喜笑颜开。 “劝耕贷、信
易贷、惠农 E 贷……各大银行都专门针
对咱们信用户推出了金融产品， 跟以往
比起来利率更低、手续更少。明年想利用
贷款大干一场。 ”

汪昌宏手中的 AAA信用证书是一个
对折的红本子，是由当涂县党建引领信用
村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发的。 虽然很薄，在
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却有十足的 “厚
度”。 农民靠它改变了生活，农业有它得到
长足发展，农村因它兴起文明乡风。

红本子来源于一场别开生面的改革
试验。 2019年，当涂县被确定为全省首批、
全市首个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试点县，从
当年8月开始，该县在乌溪镇、护河镇正式
启动试点工作。自信用村建设工作开展以
来，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徽商银行等各大
银行纷纷运用农户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先
后为A级以上新用户开通线上信贷服务，
大大提高了农户的贷款效率。 在“党建引
领信用村建设”中，汪昌红被评为AAA级
信用户，县农行设计了一款专门为信用户
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信易贷”，精简调查
手续，倡导无接触贷款服务，通过微信视
频、 照片等远程无接触贷款方式就可以
“掌上办理”，实现贷款资金秒到账。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信息归集是
基础， 信息采集是关键、 信贷服务是目
的。 ”当涂县委组织部负责人说，该县聚
焦高效的信息化手段，在数据归集、信息
采集、 信贷发放等环节不断创新工作思
路，实现线上“串联”。由县数据资源局牵
头，业务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对 13 大类
89 项农户信息、11 大类 50 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信息进行了归集整理数据进行
归集、清洗和整理，实现党务、政务、金融
机构现有数据资源共享， 打通了部门间
“数据孤岛”。此举大大提升工作效率，推
动“信息、信用、信贷”三信联动。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以来， 该县将
农户社会道德、人际关系、个人品行等定
性指标纳入乡风文明评议范围， 将平时
在孝敬老人、教育子女、秸秆禁烧、脱贫
攻坚、 公益事业等方面的表现作为测评
依据，将文明表现与信用等级挂钩，引导
群众向上向善、重义守信，激活了乡村治
理内生动力。一年来，两个试点镇评定 A
级以上信用户 12158 户、占比 90.7%；评
定 AAA 级信用村 12 个、占比 100%。 共
有 781 户信用户和 7 户新型经营主体使
用了授信额度，用信余额 6000 多万元。

红本子的魅力在于，不但疏通了金融
资源流向农村的新渠道，而且促进了乡风
文明，优化了乡村治理。 陈福满和李来宝
是村里的邻居，2年前，因修建围墙，两家
闹起了矛盾，相互不搭理。 这回，听说农户
信用评级，邻居关系不好就要降级，两家
同时找到村里，表示要改善关系，和睦相
处。 于是，护河镇青山村村党委专门安排
一名支部委员从中协调，两家最终化解了
矛盾，最后都被评上了 AAA级信用户。

“信用村建设带来了基层治理的提
质升级。”当涂县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联
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说， 该县在党建引
领信用村建设试点工作中， 以农村信用
体系建设为切入点， 将公民诚信作为重
要内容，完善家规家训、村规民约、文明
公约，大力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星
级文明户等创建活动。 优先在信用户中
评选“两代表一委员”、发展党员或评先
评优， 多渠道选树诚信典型， 传播正能
量。 试点以来，护河、乌溪 2 个试点乡镇
村民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疫情防控、
秸秆禁烧等工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社区居民的贴心人
■ 本报通讯员 张伟

本报记者 周连山

她十八年如一日扎根社区基层，努
力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服务社区
居民、化解矛盾纠纷，在平凡岗位默默
奉献，曾先后获滁州市最美城乡社区工
作者、南谯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她就是滁州市南谯区银
花街道银东社区党委副书记胡岩红。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她第一
时间返回工作岗位，参与社区疫情防控，
通过入户走访、电话沟通、微信联系等多

种方式，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她先后
组建 3 支“党员突击队”、1 支“社区好人
团”，近百名党员、居民踊跃参与小区防
控和 10个防控卡点的值守工作。

社区疫情防控加班、夜间值守、给隔
离人员送防护用品和日用品等工作，胡岩
红总是冲在前。 一天，胡岩红接到一个特
殊的求助电话。 “我是农行小区居民李家
桂，和老伴都快八十岁，十来天没有出门
了，想出去买点生活用品，可家里一个口
罩也没有，社区能帮帮我们吗？ ”“李阿姨，
您别着急，我马上给您送上门。 ”胡岩红立
即赶到社区，取了口罩、酒精等防护用品

还有社区联系卡，送到了老人手里，并嘱
咐老人有困难只管给社区打电话。

她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积极投身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热潮中， 不断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通过开展“七彩活动”，让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她组织开
展“浓情腊八”“元宵猜灯谜”“粽情端午”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七夕专场”等传
统节日文化活动， 使社区居民感受传统
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文化熏陶，提升内在文明素养。她还
先后在社区推出 “垃圾换绿植”“珍惜海
洋生物”“学习传统礼仪”“手绘 ‘我心中

的抗疫英雄’”等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开
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培养未成年
人从小养成文明生活习惯。

胡岩红总是把社区居民事当成自
己的事来办，社区居民陈兰爱人因病去
世后，独自带着年幼儿子生活。 又因单
位解体面临失业 ， 她感觉生活失去保
障，情绪失落。 胡岩红主动上门为她办
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积极帮她寻找就
业机会，并成功推荐她到辖区爱心超市
工作，后期鼓励她参加创业培训 ，并协
助她开办一小型便利店，使她家有了稳
定经济收入。

多年来，胡岩红关心、关爱、帮扶许
多像陈兰一样困难的社区居民。 小区薛
广霞老人逢人便夸：“小胡就是我们小
区老人的依靠。 ”她就是这样一位平凡
的社区人，18 年来在社区工作岗位任劳
任怨、尽职尽责，成为居民的贴心人。

·凡人风采·

颍上县注重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积极
探索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善治新体系，，创建村嫂理事会——————

·一线探访·

“娘子军”活跃在乡村

近日，明光市政府与南京儿童医院在明光市人民医院门诊部举行了爱心义诊活
动，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共为 １２０ 余名患儿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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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

一份力量，，村嫂倍感自豪。。

荩 每天记工作日志， 群众有啥需
求，村嫂心里有本“明白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