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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扫描··

■ 本报记者 刘洋

“现在的社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什么困
难或问题，到社区去说一声，都能找到人来帮忙，
对我们老年人很贴心。 ”8 月 31 日，70 多岁的铜陵
市铜官区人民社区居民王奶奶向社区反映午间施
工噪音问题，在社区工作人员协调下迅速解决，王
奶奶十分满意，当场给社区工作人员点起了赞。

近年来，铜官区深化社区治理改革 ，突出党
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
牵引，持续推出务实、管用的举措。 在社区治理
中，党建联盟、邻里中心、社区规划师、准物业管
理、智慧社区……诸多新名词不断涌现。 “新名词
里浓缩了社区治理新思路。 ”铜官区委社区办负
责人高快乐表示。

组建党建联盟，实施“管家计划”———
强化平台，社区里的事“大家办”

今年“七一”前夕，铜官区幸福社区党建联盟
联合铜陵市公安局共同举办了“我为群众办实事”
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现场， 全体党员合唱革命歌
曲，社区“最美志愿者”、公安反电诈中心民警分别
进行了宣讲，安徽国泰建筑公司、嘉源物业服务公
司等社区党建联盟成员单位现场认领了困难党员
的微心愿。

基层治理事务庞杂， 靠社区党组织单打独斗
难以发挥最大效应。铜官区打破行政壁垒，探索建
立区域化党建联盟，让社区拥有“红色朋友圈”。

“按照 ‘1+N’的方式 ，我们以社区党委为核
心，汇聚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 N 方
力量共同参与，形成了社区党建联盟‘吹哨’、辖区
支部‘报到’的局面。 ”铜官区副区长、幸福社区党
委书记朱军表示。 此前，幸福社区党委牵头，辖区
内交警、电力、园林等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协同，清
理车辆、修建树木枝丫，解决老旧小区树线交织隐
患问题，赢得了群众一致好评。

目前，铜官区组建了 25 个社区党建联盟，253
个单位成为联盟成员。 在此基础上，该区实施“管
家计划”社区吹哨响应项目，把社区的“问题清单”
变成“项目清单”，接受部门认领，以“群众点单、社
区吹哨、支部报到、党员行动”的方式，搭建起单
位、社区和群众共同参与的平台，推动服务提供与
百姓需求精准匹配。

五松社区是老旧小区， 过去小区道路上窨井

盖松动，机动车行驶时响声较大，影响居民夜间休
息。在一次居民议事会上，有群众提出窨井盖扰民
问题，五松社区第一时间上报，其后该问题被纳入
“管家计划”项目，铜陵市司法局主动认领，提供资
金援助，为 138 个窨井盖加装了“防噪垫”，让喧闹
的路面重归宁静。

引入准物业管理、邻里中心、“城管进
社区”等模式———
灵活方法，百姓期盼事“创新办”

走进铜官区官塘社区新苑小区， 小区内路面
干净整洁，私家车停放有序……“新苑小区以前物
业服务跟不上， 居民不满意， 物业费缴纳比例很
低，我们引入‘准物业管理’模式后，物业服务由单
一保洁拓展到保洁、保绿、保修、保序、保安等多元
服务模式，同时建立由小区党委牵头，社区、
城管、 公安、 物业参与的工作联动机
制，提升效果明显。 ”官塘社区服
务中心副主任魏琪介绍 ，
如今新苑小区物业服
务满意率大幅度
提升 ，物业费
缴费率目
前 也

已提升到了 80%以上。
社区事务涵盖居民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

社保等方方面面， 如何更好地满足社区百姓多样
化需求？铜官区在社区服务上做“加法”，聚焦百姓
期盼事，引入新模式、新手段、新方法，以“创新办”
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该区大力推进社区“邻里中心”建设，通过资
源整合共享、 改扩建和项目配套等形式， 已建设
31 个社区邻里中心。 “邻里中心”所提供内容包括
文体活动、居家养老、配餐服务、技能培训等多个
方面，大大丰富了社区“家门口”服务的内涵。

聚焦居民小区环境不优和群众步行难、 停车
难、锻炼难等问题，实施社区规划师制度，发挥其
在小区整治、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解决社区面貌“微更新”问题。 目前，社区

规划师覆盖面达 100%。
推动“城管进社区”改革，推进城管队伍与社

区融合。 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引入铜陵 “城市超
脑”，实施“We 社区”建设项目，推出高龄独居老人
异常预警、 高空抛物自动报警等一批智能化场景
应用，以信息化、智慧化手段破解民生难题，居民
对社区服务综合满意度明显提高。

实施个性化考核，推进“大部制”改革———
转变机制，工作上的事“提效办”

忙完上午的活儿， 下午一上班五松社区党群
事务部工作人员孙婷便带上装有本子、笔、胶水、
宣传单页等物品的手提袋， 前往自己负责的社区
网格“扫楼”。 “做好主责主业的同时，也要补位做
好文明创建、疫苗接种宣传等工作。 ”孙婷告诉记
者， 如今社区同事在工作上都能够积极主动、相

互补位。
社区是政策落实的 “最后

一公里”， 直接关系到群众的
满意度、幸福感。 在深化
社区治理改革中 ，铜
官区盯住“人”这
个关键。一方
面 ， 针对
社 区

工作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的情况， 在核定控制数
的前提下，扩大社区自主权，灵活用人机制，通过
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劳务派遣等方式，及时补充
“缺位”；另一方面，推进社区绩效管理改革，由区
按照“注重实绩、注重服务、注重创新、注重居民满
意度”原则设定大框架后，“一社区一方案”，由各
社区结合实际制定实施考核奖惩办法， 提升社区
工作人员积极性、主动性。

翻开五松社区的考核记录表，记者发现，每个
人除去个性指标外，还有共性指标，共性指标的内
容包括疫情防控、文明创建等多个方面。 “我们采
取‘定性+定量’方式进行考核，定量是以区里相关
工作考核分值和名次来确定， 定性则是采取互评
制，依据个人对待创建、防疫等具体工作的态度以
及配合支持度等情况进行打分， 重点体现人员分
工合作、协同配合情况。 ”五松社区党委书记张诚
斌表示，“定性+定量”考核方法推行后，没有了这
项工作“与我无关”的旁观者，有效提升了社区办
事效能，也促进解决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等问题。

铜官区还推进社区服务中心“大部制”改革，
按照职能相近、服务便民、管理高效原则，将民政、
社保、卫健等社会事务服务职能整合，在方便百姓
“一个窗口”办事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服务效能。

“来有迎声、去有送声，现在到社区办事，不管
找到谁，态度都很好，服务效率也特别高。 ”提及这
两年社区工作作风的转变， 五松社区五松新村居
民余华明告诉记者。

“网格议事会”点亮“微心愿”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刘景昕 詹岩

“地下楼道里堆放了多年的垃圾，终
于清出去了，我们心里也敞亮多了！ ”最
近， 淮北市相山区东街道供电小区 13
幢楼的居民们很是开心，对社区开展的
网格党群议事会工作由衷点赞。

相山区东街道供电社区党总支积
极探索老旧小区治理模式，推行网格党
群议事会， 并在网格内设立党群议事
角、党群议事点等。把网格内有威望、有
能力、有热情的人推选为党群议事会成
员，同时激活社区在职党员、老党员、老
干部的力量，使他们加入党群议事会挑
大梁，打造一个由党员代表、居民代表、
物业代表、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
议事平台。 网格党群议事会实行“五步
议事程序”，即收集议题、明确议题、组
织讨论、形成决议、反馈结果，解决了一
批群众反应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

难点问题。
社区内有两栋淮北矿工总医院家

属楼，外来车辆较多，乱停乱放现象严
重，小区居民对此苦不堪言。 网格内的
在职党员和退休老党员在社区党组织
的引领下， 召开了 4 次网格党群议事
会，建立小区居民微信群，发动居民就
小区车辆停放、 环境卫生治理等问题
献计献策。 在此过程中，小区党员代表
及时登记、统计每家每户车辆信息，牵
头动员居民在小区出入口安装门禁系
统和监控，很快就解决了停车难题。

相山区东街道供电社区党群议事
会还采取开门接访与入户走访相结合
的形式，发放“党群连心卡”，并带着有
关政策精神入户宣传讲解。 创新推行
“点亮微心愿”平台，居民将对小区发展
的建议写在心愿卡上， 贴到心愿墙上，
党群议事会每周收集整理，形成办事清
单，实现联系群众零距离，服务群众无
缝隙。

“一组一会”打通“最后一米”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宽敞平整的水泥路， 种满绿植的绿
化带，车辆整齐有序停放，亮起的楼道灯
给群众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在蚌埠市
蚌山区烟墩社区金康园小区， 居民对小
区的变化惊喜不已。

金康园小区的变化得益于蚌山区在
社区治理中推行的“一组一会”制度，即
以住宅小区(网格)为基本单元合理调整
设置一个党组织，建立一个居民议事会。
“蚌山区属于蚌埠市中心城区。 近些年，
随着城市社区的扩大， 社区党组织联系
服务群众出现了鞭长莫及的现象。”蚌山
区负责人说 ，“网格党组织+居民议事
会” 的形式破解了社区治理中因人少事
多导致的碎片化、低效化的治理困境，打
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目前，蚌山区已在 27 个城市社区中
设置了 125 个网格党支部 ， 配套成立
125 个居民议事会。 蚌山区组织“一组一

会”成员下沉基层，通过规范化的议题收
集、公示、参议、表决和执行过程 ，实现
“社区事务大家谈、 社区治理大家议、社
区决策大家定”。

近日，又到了交水费的日子。家住蚌
山区红旗三路教师楼的张大爷拿出手
机， 一番熟练地操作后就在网上交了水
费。 “现在方便了，以前没分户的时候可
不行。 ”张大爷说，过去教师楼的供水管
不光因为年久锈蚀漏水严重， 还因为没
有分户，查表难交费难一直是个问题。今
年 4 月，红旗三路教师楼“一组一会”成
员入户走访，多次考察后确定议题，并以
“一组一会”成员、社区网格员、蚌埠中环
水务有限公司、 红旗三路教师楼居民代
表等为相关议事主体， 在社区会议室进
行协商议事， 最终使多年的老问题迎刃
而解。

今年以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蚌山
区根据网格党组织征集的建议已为群众
办理实事 1700 余件。

“理事会”助力网格化管理
■ 本报记者 陈成

“根据现在的施工进度 ，年底前道
路拓宽工程就能完工了。 ”9 月 9 日，记
者来到怀宁县平山镇大洼社区司山组，
司山组村民理事会副理事长程国清对
记者说。

怀宁县实施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
后，大洼社区以 9 个党小组为片区，将整
个社区划分为 9 个网格，社区党支部书
记为网格长，每个党小组组长为网格主
任，与村民理事会相互配合，共同负责网
格内大小事务。

今年初， 网格长组织司山组全体村
民召开会议。 “拓宽村里的道路就是这次
会议定下的今年待办事项之一， 由我们
理事会具体执行。 ”程国清告诉记者，司
山组村民理事会有 1 名理事长、1 名副理
事长、1 名会计、1 名出纳共 4 名成员。

据介绍，司山组村民理事会成立于
2008 年。 在理事会的带领下，司山村民

组村容村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集体
经济也不断发展壮大。

“村民理事会是农村社区网格化管
理的重要一环， 它能调动村民参与社区
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洼社区党支
部书记胡斌介绍，现在，大洼社区从社区
到各村民组都成立了村民理事会。

作为首批全国农村社区治理试验
区， 怀宁县不仅建立了多层级的村民理
事会，还积极发挥文化的育人作用。

“这些是近年来评选出的助人为乐、
孝老爱亲等方面的典型。”在怀宁县月山
镇复兴村村史馆， 讲解员指着 “传承美
德、树立新风”展板上的村民照片说。 记
者注意到， 村史馆被划分成 17 个板块，
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村史村情、民俗非遗、
家风家训等内容。“在农村社区网格化治
理中，文化能发挥铸魂育人的作用。 ”复
兴村党支部书记查正严说。

目前， 怀宁县 20 个乡镇、243 个村
（社区）已全部实现网格化治理。

“三社联动”共筑幸福港湾
■ 本报记者 柏松

“这电信诈骗太可恨，接到陌生电
话时，任他说啥，大伙儿都别信，更不能
转账啊……”9 月 10 日， 在田家庵区洞
山街道锦里社区的广场上，社工服务中
心的张璐璐一边和居民聊天，一边介绍
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法、作案方式以及应
对技巧。

类似的家长里短，在锦里社区每天
都上演。 作为全省首批开展“三社联动”
的试点市，淮南市以“党建引领下的新
建小区服务和治理”为切入点，培育社
区社会组织和专业志愿者队伍，形成社
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引导居
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每天一大早，杨同林便来到“小红
船”手工坊，开始了剪纸创作。 因病致
残后，杨同林的家境很困难，潘集区田
集街道菊苑社区干部在走访中， 了解
他有剪纸的手艺 ，便依托 “三社联动 ”

开办了手工坊。 如今，“小红船”手工坊
让杨同林增加了收入， 缓解了他的生
活压力。

淮南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和社
会工作科科长李娜告诉记者，以党建引
领“三社联动”的模式搭建共建共享平
台，通过发挥社团作用，提高了居民对
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日前，大通区九龙岗镇新建社区社
工站链接东方肿瘤医院和社区志愿者、
社工，开展“一线社工为民办实事，义诊
义剪暖人心”活动，心内科、外科、中医
科的专家，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进行
健康指导，社工和志愿者现场给社区老
年居民义务理发，受到居民好评。

据了解，“三社联动”试点工作开展
以来， 淮南市已培育社区志愿者骨干
2000 余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61 家，社
区志愿者注册率已经达到 17%，逐步形
成红色物业、公益创投、智慧养老、邻里
互动等特色品牌。

铜陵市铜官区深化社区治理改革，，推出党建联盟、、邻里中心、、社区规划师、、
准物业管理等新模式、、新手段，，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新名词，，浓缩社区治理新思路

①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岳西县温泉镇解放村的天悦水云涧风情小镇， 整合小区公
共空间，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设有景观小品区、生态风貌区、老人
健身区、儿童游乐区等。 图为 9 月 12 日拍摄的小区一角。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④

9月 13日上午， 铜陵市铜官区官塘社区新苑小
区居民在便民超市购物。 新苑小区实行准物业管理
后，承接物业服务的公司在小区设立超市，居民购物
取得的积分可抵扣物业费。

本报通讯员 刘敏 本报记者 刘洋 摄

③ 9 月 12 日，滁州市南谯区银西社区志愿者和城管队员在向居民宣传政
策法规，号召居民“爱心养犬、文明养犬、科学养犬”。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本报通讯员 董超 摄

肥西县紫蓬山管委会实施“纪检监察监督+社区+第三方公司+村民”监管模式，
确保社区“组组通”道路施工进度和质量。 图为 9 月 10 日，紫蓬山管委会纪检监察干
部督查凤凰村“组组通”道路施工。 本报通讯员 岳瑾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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