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滁州市交警三大队乌衣中队
民警、南谯区银西社区交通安全义务宣
讲员通过形式多样的安全知识讲解，引
导社区的学生们遵守交通规则，提高安
全意识和避险能力。

本报通讯员 董超 许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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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聚焦··治理增效优服务系列观察③③ ·和美家园·

�� 基层治理事务繁杂琐碎，，涉及多元利益主体。。以党建为引领推
进社区协商，，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有利于通过
沟通对话化解矛盾、、凝聚共识——————

坚持党建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

如何在众口纷纭中凝聚共识、在不同
的利益诉求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是协
商能否有序有效进行的关键。 “基层协商
治理要成功，必须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优势。 ”
陈飞表示，协商的过程就是组织居民及利
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治理的过程，只有党组
织才能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带领大家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在对山水名城小区垃圾屯放点位置
的协商中，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得
到充分体现。 “最初， 垃圾池设在 9 号楼
下，垃圾随地堆放，还有异味。 9 号楼居民

相当不满。 ”洪军介绍，小区党支部发动党
员开展志愿服务，多次将一地散乱的垃圾
收拾得干干净净。原本意见很大的部分居
民态度软化，愿意坐下来商量。随后，小区
党支部将居民代表、物业服务企业、业委
会召集到一起，商讨出了解决办法。

议题和协商形式的选择、协商主体的
确定等协商议事的各个环节中，党组织均
发挥着关键作用。 近年来，合肥市对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给予财政补助。 政策激励
下，不少多层住宅住户加装电梯的热情高
涨。笔架山街道汇林阁社区水墨兰庭小区
就有居民主动发起加装电梯，但因上下楼

之间意见不一而作罢。去年 10 月底，汇林
阁社区党委围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事宜，
举行了一次线上协商。

“我们了解到很多居民对加装电梯有
强烈意愿， 但也有不少底层住户反对，于
是决定组织协商，让支持意见和反对意见
‘碰撞’一下。 ”汇林阁社区党委书记朱传
兵介绍，这次协商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楼
栋的电梯加装，所有关心此事的居民都可
发表意见。 “主要目的是让支持者和反对
者充分沟通，为推动电梯加装营造更好的
氛围。 选择在线协商的形式，也是为了让
更多人参与进来。 ”朱传兵说，协商效果很
好，打消了一些底层住户的顾虑，目前水
墨兰庭小区 23 号楼 1 单元 12 户居民已
经达成一致，基本完成电梯加装的前期手
续，即将请安装公司进场施工。

健全落实机制 确保成果落地

协商治理的成效怎样，最终要看协商
成果落实得怎样。 对于已经商定的事项、
已经形成的决议，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到
位， 切实解决好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
题，才能取信于民，形成协商水平与治理
效能同步提升的良性循环。 “落实协商成
果，应坚持分类施策，该政府办的交给政
府，该市场解决的交给市场，该社会力量
承担的交给社会力量。 ”陈飞表示。

为消除电瓶车在楼道充电易引发火
灾的安全隐患，笔架山街道翠庭园社区曾

组织辖区九重锦园小区居民代表、物业公
司、业委会开展协商，在电梯内安装电瓶
车智能识别系统， 以防电瓶车进入电梯。
“围绕谁来掏安装费，讨论了很长时间。 ”
翠庭园社区党委书记李志朋说，业委会和
居民代表本希望物业公司掏钱，但物业公
司表示仅能承担两部试点电梯的费用。考
虑到该系统属于小区基础设施，由物业服
务企业全部承担确不合理， 最终大家同
意，除试点的两部电梯以外，其他电梯的
系统安装费由物业公司与业主共同承担。

协商有规范，落实有机制。 笔架山街
道社区协商治理工作方案规定， 需要社
区办理的事项 ，社区 “两委 ”及时组织落
实，同时形成居民公约等约定俗成事项，
巩固决议成效； 需物业公司或社会组织
落实的事项，社区督促实施；需街道职能
部门落实的事项， 社区报街道协调相关
职能部门落实； 需要上级机关部门解决
的，街道办牵头协商解决。 由社区“两委”
成员 、“两代表一委员 ”、居民代表 、物业
公司代表、业委会代表、利益相关方代表
等共同组成的社区协商治理委员会 ，对
协商事项跟踪督办，进行公众评议，并通
过各种方式通报、公示，确保议定事项落
地落实，让群众满意。

协商解难题

■ 本报记者 汪国梁

社区宣讲
讲好党史故事

■ 本报通讯员 徐雅娜

本报记者 殷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最终战胜‘联合国军’，把
敌人打回了三八线。”近日，在黄山市屯溪区昱西街道戴震
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年过八旬的抗美援朝老战士
喻圣梅正在给 47 名社区青少年讲述抗美援朝的故事。

喻圣梅结合自己亲身经历，从上甘岭战役讲到金城战
役，从杨根思讲到黄继光，从勇救落水朝鲜儿童的罗盛教
讲到在敌机呼啸中坚守观察哨的战士们。 说到动情处，她
不时用颤抖的手擦去眼角的泪水，在场的孩子们听得聚精
会神，对抗美援朝的历史有了更深入了解。“我们应该倍加
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
强大。 ”屯溪现代实验学校 5 年级学生王志航说。

91 岁老党员姚任之也来到昱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结合自身经历，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姚老自
2010 年以来， 累计捐资 1.6 万余元帮助辖区困难群众，同
时连续 10 年主动缴纳特殊党费累计 1.49 万元。 为支持家
乡建设，姚老还向休宁县扶贫开发局捐款 2 万元，用于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姚老近 1 个半小时的讲述， 赢得了街居干群的阵阵
掌声。 大家表示，要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补足精神之钙，
汲取奋进之力，厚植为民情怀。 昱西街道入党积极分子汪
佳敏说：“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加强理论学习，立足本职岗
位，积极为民服务，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
日入党。 ”

今年以来，昱西街道坚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党史故
事，通过邀请革命先辈、老党员宣讲党史，举办学党史演讲
比赛及参观党史博物馆等形式，点燃辖区党员群众学习党
史的热情，取得显著效果。据屯溪区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将持续实施党史学习教育“五个一”计划，即推荐一批专题
学习书目、上线一批精品网课、组织一次党史教育日活动、
开展一次党史知识测试、培育一批党性教育基地，为党史
学习教育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党员先行
倾力为民解忧

■ 本报通讯员 汪毓秀 胡俊杰

“从前遇到这样的下雨天，家门口的路早就处处是水
坑了。 现在家门口的路又平整又干净，社区为我们做了好
事、办了实事。 ”一场雨后，合肥市六安路 104 号小区居民
陆先生送孩子上学，看到干爽的路面有些惊喜。

六安路 104 号小区属于三无小区， 路面严重破损，一
遇下雨，积水严重，孩子们上学很不方便。小区居民不久前
向合肥市庐阳区逍遥津街道拱辰社区反映情况，希望能够
解决这一困扰群众生活的难题。 得知情况后，拱辰社区和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的党员志愿者们，及时对该小区出入口
的道路和绿植进行平整、修剪，通过 3 天努力，破损路面修
复平整，绿化带整齐美观。

这是逍遥津街道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体
现。该街道组织辖区共建单位、“四联四定”单位、党建联席
会成员单位、非公企业党员志愿者深入社区，摸排辖区急
需解决的事项，列出为民服务清单，由辖区单位党员志愿
者进行认领、解决销单。

拱辰街 73 号属于老旧小区，下水管道经常堵塞。合肥
市排水管理办公室的党员志愿者运用专业的疏通器材，对
小区长达 70 米的管道全面进行疏通， 畅通了地下管道的
“堵点”。街道驻地单位合肥百货大楼党支部的党员们还征
集到了众多技能人才型志愿者，主动为辖区孤寡高龄老人
及医疗救助困难群众开展上门除螨、衣物清洗、皮鞋皮具
护理等多种针对性服务，减轻了高龄老人的生活负担。

巾帼邻长
助力基层治理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本报通讯员 王乾坤

日前，亳州市谯城区魏岗镇赵庄社区邻长王曼在走访
时发现，该社区空巢老人陈小林家中水龙头坏了，导致陈
小林家的厨房一片狼藉。王曼立即到集镇上买来水龙头和
水管帮忙换上，还把他家的卫生打扫干净。“‘巾帼邻长’真
贴心！ ”陈小林感动地说。

王曼今年 36 岁，在去年被村里推选为“巾帼邻长”，负
责包片 16 户居民，其中 4 户老人，陈小林就是其中之一。
“群众推选我当邻长，我得对左邻右舍负责，认认真真办实
事。 ”王曼说。

魏岗镇组织委员张宇豪告诉记者，去年，亳州在全市
范围建立“乡镇—村（社区）—片—组—邻”的“邻长制”基
层组织体系。魏岗镇结合农村留守人口以妇女、老人居多，
村内矛盾基本也以家庭纠纷、田地纠纷为主的实际，重点
吸纳乐于奉献、有特长的女性，尤其是机关女干部、女性企
事业管理人员、女乡贤、回乡创业女大学生，成立了“巾帼
邻长”小组。现在，魏岗镇已有 158 名“巾帼邻长”活跃在各
个村居。

“‘巾帼邻长’既是政策法规的宣传员，又是矛盾纠纷
的调解员。 ”崔庄村村书记田艳华说，“巾帼邻长”有亲和
力，容易说得上话，遇到一些邻里纠纷、家庭争吵，她们晓
之以情、动之以理，可以更加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今年春节
期间， 村里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因疫情防控选择异地过年，
“巾帼邻长”细心照顾留守老人和孩子，让远在异乡的务工
人员放心。

魏岗镇党委书记赵伟表示，将加强对“巾帼邻长”进行
政策法规等相关内容的培训， 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的能
力，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见长效。

聚焦居民需求 开展协商议事

垃圾屯放点设在哪里才合适？在不少
小区， 这是容易引起争议和矛盾的问题。
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街道天鹅湖社区山
水名城小区部分居民也曾为此而闹心，但
通过协商议事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谁
都不愿垃圾池设在自家楼下，但遇到事情
商量着来， 总会形成共识。 ”4 月 1 日，记
者来到天鹅湖社区采访，社区党委书记洪
军告诉记者，山水名城小区党支部组织业
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坐在一起，深入
商讨垃圾安放、清运的细节，最终找到办
法，既维护了公共环境卫生，又尽量减少
对部分居民家庭生活的影响。

小区内部道路破损如何维修？公共收

益怎么赚、怎么管？小区电梯坏了谁维修、
谁掏钱……在合肥市许多街道、 社区，围
绕居民关切的公共事务开展协商，已是常
态。 “随着城市化进程深入推进，城市基层
治理领域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传统管
理方式面临挑战。 ”笔架山街道党工委书
记陈飞说，近年来，该街道发挥基层党组
织核心引领作用，以居民小区为基本治理
单元，探索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提升治理
效能的新路子，构建起“街道—社区—小
区”多层次、线上线下多维度的协商体系。

“哪里有需求，哪里有问题，哪里有纠
纷，哪里就有协商”，是笔架山街道社区协
商治理工作方案中的明确要求。针对同一

社区不同住宅小区诉求不一、同一住宅小
区不同群体利益多元的实际情况，综合利
用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站）、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和“书记工作室”、小区睦
邻点等场地，打造三级协商议事平台。 同
时，依托新技术手段，开展“小区事务大家
谈”线上协商，选择切口小、关联广、与群
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开展在线协
商互动。

协商并不仅仅局限于“街道—社区—
小区”体系内部。为发挥驻地单位多、商务
楼宇多的资源优势，笔架山街道构建以街
道社区为核心、驻区各领域党组织为主体
的“党建共同体”，依托区域党建联席会平
台开展协商，建立需求、资源、项目“三个
清单”， 实现驻区单位资源和基层群众需
求精准对接， 让协商共治的范围更广、格
局更大。

协必有所指
商必有所决

■ 汪国梁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
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在城乡社区
发展协商民主，开展广泛深入、形式多
样的基层协商， 是化解矛盾、 激发活
力、凝聚智慧、寻求共识的有效途径，
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必然要求。

开展社区协商， 必须坚持党建引
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对社区
服务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利益诉求趋
于多元化，协调不同利益诉求需要党
组织发挥核心作用。 同时，经济社会
活力增强 ， 参与社会治理的市场主
体 、社会主体数量和类型更多 ，广泛
汇聚各方力量 、 画好共建共治同心
圆，也需要党组织发挥好组织优势。

开展社区协商， 必须以居民需求
为导向。 选定协商议题，应当以群众
关切为标准，找准那些影响居民切身
利益、事关民生热点痛点堵点的事项
认真商讨，而不是找些群众不关心的
话题不痛不痒说上几句 。 协商的过
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
参与越广泛 、讨论越充分 ，就越能凝
聚共识、收获真知灼见。 要因地制宜、
因事制宜，综合运用线上线下多种方
式，让居民、物业服务企业、利益相关
方等各方畅所欲言，使不同意见能够
充分交流 、碰撞 ，找出大家都能接受
的“最大公约数”。

开展社区协商，必须议而有决、决
而能行、行而有果。 协商的最终目的是
解决问题。 议定的事项办了没有、办得
怎么样，应有问效机制。 要发挥群众监
督的作用， 对协商形成决议的落实情
况和效果进行公开评议， 努力做到议
有重点、商有成效，切实解决居民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治理提效能

送安全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