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合力解难题

“法官的调解说法讲理、 公平公
正，我很信服！ ”日前，在法官的介入调
解下， 合肥市蜀山区合作化南路社区
居民孙女士与小区物业握手言和，长
达近一年的纠纷终于化解。

去年 7 月， 孙女士 8 岁的儿子在
小区玩耍时，被单元楼内的报箱砸伤，
造成轻微骨折。 孙女士找物业公司要
求赔偿， 但是双方对责任认定和赔偿
金额无法达成一致， 彼此之间的纠纷
一直不断。为此，合作化南路社区向蜀
山区法院求助， 邀请法官进社区对该
纠纷调解。 在蜀山区法院民一庭法官
徐巧珍的主持下， 孙女士和物业公司
再次协商， 法官居中摆事实说道理讲
法律，最终让双方达成一致。

这次纠纷顺利化解， 得益于合肥
市“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 “面对
一些工作难题，社区‘吹哨’求助，涉及
问题处理的相关职能部门便积极响应
前来 ‘报到 ’，发挥优势帮助社区 ‘解
题’。 ”合作化南路社区党委书记王国
臣介绍，社区人手少、任务多、责任重，
面对居民的棘手问题， 仅凭一己之力
往往难以解决。 合作化南路社区长期
与蜀山区法院、 区住建局等建立合作
联系，通过“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相
关部门的权威人员参与社区事务，一
方面减轻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
与难度，另一方面他们提出的专业、合
理、务实的解决方案能取得居民信任，
助力事情妥当处理。

合肥市包河区也积极探索建立
“社区吹哨、部门报道”机制，坚持“组
织进楼 、服务进家 、协商共治 ”，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区
直机关支部和机关党员“百千双进”工
程，让机关支部同社区结对、机关干部
到小区报到。通过结合本单位、本部门
工作特点，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盘活各
方党建资源，为社区争取政策、信息、
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积极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截
至目前， 全区各级机关共结对社区网
格 105 个， 共开展共建共促活动 100
余场， 解决 “文明养狗”“非机动车整
治”等问题 90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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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聚焦··治理增效优服务系列观察⑨⑨
·和美家园·

�� 近年来，我省部分地区探索社区治理新机制，整合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资源优
势，下沉基层参与社会治理，帮助社区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社区有事“吹哨” 部门闻讯“报到”

科学考评促长效

“新合肥西站建设工地的民工兄
弟，身心健康需要关注，更多医疗资源
应向他们下沉。 ”宋勰告诉记者，在“社
区吹哨、部门报到”过程中，省卫健委、
清溪路社区经走访调研，了解到该社区
新合肥西站建设片区有很多一线工人
常住工地，这个群体的健康问题，需引
起卫健部门、社区的关注。目前，双方正
联手打造一批健康小屋，由省卫健委协
调专业全科医生定期为一线工人体检、
疏导心理，社区也将为其提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 对此，宋勰总结认为，“社区
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的长期实施与完
善， 特别需要参与部门主动与社区、居
民等沟通交流，从而掌握问题、解决问
题，把工作做在先、做到细。

“公益田园”是合肥南动车运用所
参与常青街道“社区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的一项内容。去年 5 月以来，该所
主动融入周边社区、 积极参与社区活
动。作为新成立社区，常青街道梳背桥
社区为有效服务居民， 也希望借助辖
区单位力量与资源，双方一拍即合，开
展了“公益田园”、铁路安全知识宣讲、
动车观摩体验等一系列项目， 项目自
实施以来，已接待了 600 多人次。 下一
步， 合肥南动车运用所将与梳背桥社
区等继续深化合作， 通过区域党建联
盟等方式，持续开展党史宣讲、文艺展
示进社区等活动。 “从双方团委间的交
流互动，扩展到部门和街道、社区常态
化合作。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切实服

务了社区居民，未来，我们要将这一机
制常态化运行好。 ”合肥南动车运用所
团总支书记何家源说。

政策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真
切 。 马鞍山市将考核的 “指挥棒 ”交
给基层 ，对 “社区吹哨 、部门报到 ”事
项 ，实行 “一哨一考核 ”，依据事项办
理落实情况和各职能部门 “报到 ”处
置情况 ， 由社区形成部门该次 “报
到 ”评价初步意见 。 年底 ，街道 （乡
镇 ） 综合所辖社区对各部门全年到
社区 “报到 ”的评价初步意见 ，形成
年度考核评价建议 ， 经组织部门审
核后 ，纳入市 、区委年度综合考核党
建考核内容。 通过考核指挥棒，促使
部门沉得下、干得好。

党员下沉办实事

“这么多知名专家抽出时间来义
诊，让我们很感动！”7 月 23 日，提起义
诊进社区活动， 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
街道清溪路社区居民方明琴赞不绝
口。在活动中，医生针对性地告诫方明
琴饮食要少油少盐，每天适度锻炼。

在蜀山区，社区吹响“回家哨”，在
职党员也纷纷报到， 积极参与各类活
动。在职党员不仅施展自己专长，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还把党员报到工
作引向深化， 在社区和单位之间架起
一座“桥梁”，把单位“婆家”的更多资
源、服务，引回社区“娘家”。 “单位里有
5 名党员在清溪路社区及附近居住 ，
因此，我们不仅部门报到，还开展党员

到社区报到。 ”省卫健委政策法规处副
处长宋勰告诉记者， 清溪路社区中老
年居民较多，养老服务任务较重，今年
4 月以来， 清溪路社区与省卫健委相
关处室联系， 该委多名党员在社区进
行志愿服务， 多次组织开展义诊进社
区，平均每场吸引近 300 名居民参加。
“社区对接省卫健委举办义诊、健康宣
讲、社区医卫培训等活动，提高了社区
医养结合水平。 ”清溪路社区工作站副
站长薛孙辉说。

领导带头，以上率下。马鞍山市建
立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联系基层党支
部制度，要求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和
其他负责同志根据工作实际和岗位职

责每人至少联系一个基层党支部，每
季度至少对接联系一次， 每半年至少
实地走访一次、 每年解决一批实际问
题。 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和其他负责
同志结合 “结对共建”“双报到双报告
双评议”“四送一服”等制度，每人至少
联系一个基层党支部尤其是后进党支
部。 每季度要与所联系基层党支部书
记保持沟通，掌握党支部工作情况、重
难点问题， 及时有针对性地帮助答疑
解难， 推动党支部建设标准化、 规范
化。今年 3 月该制度实施以来，马鞍山
市 399 名党委（党组）书记与联系党支
部对接联系 537 次 ， 提出意见建议
791 条。

■ 本报记者 殷骁

加装电梯 解居民上楼难

■ 本报通讯员 孙云飞

胡俊杰

坐上新装的电梯，轻松从 1 楼
上到 7 楼。“加装电梯后，再也不怕
上楼了。”日前，在位于合肥市环城
路旁的建设厅小区，刚体验完新加
装电梯的王奶奶高兴地说。

家住合肥市逍遥津街道四牌
楼社区丁家巷的张大爷，因膝盖受
伤行动不便，上下楼艰难，都有了
换房子的打算。听说政府有奖励资

金，安装电梯费用并不高，他和同
单元的邻居们多次沟通商量，很快
办好了各项手续， 顺利装上电梯。
“我住在 7 楼，虽然掏了 2 万多元，
但安装电梯后上下楼方便多了。 ”
张大爷说。

四牌楼社区地处合肥老城区
中心，辖区老旧小区多。 针对老年
人“上下难”的问题，街道及社区把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作为“为群众办
实事”的首要任务。至目前，四牌楼
社区已加装电梯 15 部。

汇聚社会力量
精准服务群众

■ 殷骁

社区是城市的基础和细胞，
离群众最近，最清楚群众需要什
么，最了解群众有何烦恼。 但由
于社区责大权小、 权责不清，常
常对解决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
题有心无力。

群众利益无小事 。 党政机
关 、企事业单位等 “部门 ”拥有
专业人力 、物力 、资源等得天独
厚的优势 。 通过 “社区吹哨 、部
门报到”，“部门”发挥自身专业
优势，将力量下沉基层 ，直接开
展为民服务 ，指导 、帮助社区工
作人员和居民克服困难 、 处理
相关事宜 ， 有助于民生问题妥
善解决 ， 为进一步开展社区工
作 、 完善社会基层治理平添了
动能。 这种“大共治”模式，充分
运用整体思维和系统方法 ，聚
合力 、破瓶颈 ，形成上下衔接 、
左右联动 “一盘棋 ”格局 ，在整
合社会资源 、 推进为民服务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 ， 对部门来说 ，
“哨声 ”就是命令 ， “哨声 ”就是
社情民意 ，就是老百姓的需求 。
应把 “哨声 ”当成 “第一信号 ”，
听到 “哨声 ”第一时间 “报到 ”，
及时解决问题 。 “社区吹哨 、部
门报到 ” 工作机制既有利于打
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也
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和主人翁意识 ， 提高社区治理
和服务的精准化 、精细化水平 ，
是更新社区服务理念 、 提升城
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切入口 。 有
关方面应积极鼓励 、 引导更多
社区与部门 “结对 ”，探索更多
合作交流项目与方式 ， 更好地
回应和解决群众诉求。

智慧治理 服务提质增效

■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本报通讯员 施蕴雅

日前，城管人员和绿化人员来
到宁国市西津街道金桥社区，对社
区居民王阿姨家楼前的树枝进行
修剪。 经过一番作业，阳光再次照
进阳台，让王阿姨的家里恢复了通
透敞亮。

王阿姨所住的小区绿化很好，
但是，随着树木生长，树木的枝叶
挡住了王阿姨家窗前的阳光，让她
非常烦恼。 最近，有邻居拉她进社
区微信群， 说在这里发布问题，可
以得到有关部门解决。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王阿姨在群里发布了遮阳
问题。“在微信群里反映问题，社区
第一时间就给解决了，既方便又快
捷。 ”王阿姨感叹道。

王阿姨的烦心事快速得到解
决， 得益于西津街道六级体系工
作信息化平台试点。 西津街道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街道共建立
了 442 个微信工作群 ， 有 3.7 万
余个家庭入群， 群主全部由社区

工作者担任 ，形成 “群众呼叫 、组
织销号”的有序格局。居民可通过
居民管理群 @“居民助手”完成问
题上报， 网格员接收居民反映问
题第一时间处理并在规定时间内
办结反馈，同时设置“居民通知”，
宁国市委、 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
可一键传达到所有群组、居民，实
现一呼百应。

据了解， 在深化服务群众的
同时，宁国市以智慧治理为抓手，
对内容重复交叉、 成员重叠的网
络工作群进行合理整合， 每个单
位原则上只组建 1 至 2 个工作群
组，对僵尸群组坚决清理，真正为
老百姓办实事，给基层干部“减负
降压”。宁国市纪委常委汪微源表
示，通过持续推进新一轮深化“三
个以案” 警示教育、 强化监督检
查、定期调研走访等方式，有效整
治了一批困扰基层党员干部的形
式主义问题， 尤其在清理网络群
组中， 通过两轮专项整治共清理
各类网络工作群组 512 个， 取得
实效和广泛好评。

农房改造 圆老人安居梦

■ 本报记者 李浩

本报通讯员 马政新

“住在新家的老年房里，不用
上下爬楼，生活非常方便。 ”日前，
记者来到肥东县马湖乡乾合社区
沙河新村 ，74 岁居民王付英谈起
迁居新家，满脸洋溢着幸福。

王付英之前的老房子建于上
世纪 90 年代末期 ， 由于年久失
修，房屋经常漏水。 2017 年 7 月，
马湖乡政府以推进农房改造为新
农村建设重点，整体搬迁永红、三
合、小高等 5 个村民组，建设沙河
新村。 为给拆迁后的村民打造一
个环境优美、 生活宜居的美好家
园，马湖乡在新农村建设中，创新
适用 “4+1”新模式 。 “‘4+1’新模
式，即是 4 层楼房外，在一层再专
门为老年人单独设立一间老年
房。 ”乾合社居委工作人员说。

新建的新房不仅设计合理，价
格也低廉。 “因为政府补贴， 只需
500 元 1 平方米，这套房子我家总
共才支付了 1 万余元 ， 太划算
了。” 王付英说。王付英于 2019 年
10 月乔迁新家，由于上了年纪，她

一个人住在位于一层的老年房里，
“空间宽敞，放上床、桌子、灶具，都
还空下好大一块地方，一个人住足
够了。”住进新家后，王付英老人最
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干净。“出门
就是马路，即使下雨下雪，也不用
穿胶鞋， 再加上统一设置的垃圾
桶， 房前屋后及路上都没有垃圾，
社区环境优美，和城里小区不相上
下 ， 生活在这里让人幸福感十
足。 ”王付英说。

在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
投入 、高质量建设的同时 ，马湖
乡政府有效规划 ，合理利用节约
下来的土地资源 ，积极加强小区
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了诸如小区
广场 、健身器材 、停车位等配套
设施 ，美化居住环境 ，从而真正
让村民住新房子、过好日子。 “沙
河新村共有 314 户 ，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交房以来 ， 目前已全部
入住 。 下一步 ，马湖乡将继续完
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打造特色
鲜明 、自然宜居 、错落有致的美
丽新农村 ，让广大村民过上与时
代同步的幸福美好生活 。 ”马湖
乡政府负责人表示。

开通燃气 改善居民生活

■ 本报通讯员 孙传银 刘敏

近日，在桐城市龙腾街道桃园
社区为民服务中心，海特燃气公司
工作人员正集中为小区二、三期业
主办理燃气开户手续。

桃园小区二 、 三期建成于
2012 年 2 月 ， 属拆迁安置的小
区。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小区燃气
管道管线未铺设、 燃气未通，400
余户居民一直没把燃气“接进”家
门。近年来，随着小区居民老龄化
和安全意识的提高， 加上周边缺
少煤气罐代充点， 越来越多的居
民到社区反映他们的 “心病”，担
心烧饭突然没火， 抱怨换煤气罐
爬楼艰难， 以及害怕煤气泄漏不
安全等情况。

群众的小问题， 就是治理的
大问题。 桃园社区把党史学习教

育同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相结
合 ，用心 、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 该社区围绕燃
气管道铺设开户等问题， 多次与
海特燃气公司积极协调， 研究解
决措施，加快处理问题，最终决定
采取正式管线和临时管线同步实
施， 推动气源管线工程快速竣工
并通气。

前不久，桃园小区内燃气管道
顺利上墙，原计划 3 个月实现燃气
入户， 现在从了解诉求到解决问
题， 仅用 2 个月的时间，400 余户
居民近 9 年的“燃”眉之急彻底解
决。 桃园社区将继续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围绕群
众所反映的问题，将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催化剂”，不断提升社区居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近日， 在明光市御龙湾住宅小区，
明光市政协张庆君委员工作室，组织工
作室成员、 小区业主和物业公司等人
员，协商解决小区绿化采光问题。 张庆
君委员工作室是明光市首家政协委员

工作室，现有政协委员 9 人，委员工作
室结合自身从事物业管理工作的特点，
把工作室建在居民住宅小区，探索“请
君来·协商亭”协商品牌，和小区居民群
众零距离开展“协商”“微协商”活动。

本报通讯员 季晓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