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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聚焦··

��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合肥蜀山区着力推进智慧
平安小区建设，，夯实社会治安智能防控体系——————

■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和美家园·

基层协商促治理

■ 本报记者 李浩

本报通讯员 王若西

“放学后 ，孩子希望有学习娱乐
的活动场所。 ”“老人们想在室内增添
一点健身器材 ，下雨天也可以正常锻
炼……”

民生无小事，有事好商量。日前，在
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五里庙社区协
商议事会议室，同安街道和社区相关部
门负责人及居民代表们聚在一起，就独
秀园小区车棚改造方案开展协商议事
会议。

因合肥市地铁 4 号线施工，独秀园
小区内部分公共设施被移除，另外小区
车棚电动车充电车桩老旧，给居民生活
造成很大不便。 了解到情况后，小区物
业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明主动联系各楼
宇楼栋长，到居民家中走访，收集物业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并与社区党委、同
安街道物业办等部门多次联系，结合居

民实际生活情况商讨解决方案。
议事会上，最终形成小区老车棚改

造方案，将原老旧车棚改造成为居民活
动中心和物业服务中心办公场所、建设
和美小区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多功
能活动室等场所， 确保小区管理服务、
居民日常生活活动及其他公益设施的
同步发展。小区内还将增加电动车车棚
数量，解决居民停车难问题。同时，同安
街道物业办、 文化站等部门也表示，将
积极协调资源，支持五里庙社区独秀园
小区改造活动，协力打造独秀园小区居
民喜爱的休闲娱乐场所。

据了解，五里庙社区物业服务中心
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依托
“协商在基层”的方式，整合各方力量，
提高服务水平， 真切解决居民难题，推
深做实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有
效打通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使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不断提升。

“黑科技”阻止电动车上楼

“电动车禁止入内 ，电动车禁止入
内……”10 月 9 日中午，合肥市蜀山区
笔架山街道发能太阳海岸小区 ， 一名
小区居民推着电动车走进了小区一单
元楼栋电梯口 ， 正当他将电动车推进
电梯里时 ，电梯里立即传来提示音 ，电
梯也暂停运行。 最终，该居民把电动车
推出电梯，并停放在非机动车棚。

“以前一些居民图方便会用电梯
载电动车上楼 ，不仅挤占电梯空间 ，加
速电梯老化 ， 而且电动车在楼道或者
家里充电会带来起火等安全隐患 。 如
今小区每个单元电梯内都安装了电动
车禁入系统 ， 有效阻止了电动车上楼
情况的发生。 ”学林轩社区党委书记范
贤兵告诉记者 ，该小区于 2019 年安装
电动车进电梯阻车系统，可以拦截 300
多种型号的电动车 ， 一旦识别出电瓶
车，预设的提示声就会响起 ，电梯门也
随之被锁定 ，无论如何摁按钮 ，门也无
法闭合 ， 只有等电动车移出之后电梯
门才会恢复。

记者在发能太阳海岸小区 ， 走上
几步便看到整齐规划的电瓶车停车
棚 ，和有序停放的一排排电瓶车 。 “电
动车上楼频频出现 ， 是因为部分居民
为了方便充电 ， 要彻底根治电动车上
楼现象 ， 必须解决居民电瓶车充电问
题 。 ”范贤兵表示 ，小区配建了非机动
车车棚 ，并安装智能充电桩 ，方便业主
为电动车充电。 小区里电动车数量多，
为了做好电动车管理 ， 小区专门将东
门设为电动车进出小区的专门通道 ，
便利业主出行。

“用科技手段从源头上让电动车进
不了电梯、上不了楼，现在楼道清爽了，
最关键的是安全感大大增强了。”发能太
阳海岸小区业主张春秀说。

网格服务暖人心

■ 本报记者 殷骁

“终于把自来水管道全部更换，让
水表出户，以后能安心用水了。 ”日前，
看到正在施工的自来水出户改造工程，
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老集镇片区居民
王阿民满怀希望地说。

老集镇片区建于上世纪 90 年
代，每到炎暑和寒冬 ，经常水管爆裂 ，
造成居民用水困难 。 近期 ，大杨镇将
老集镇区 “水表出户 ”作为民生实事
项目予以实施 。 自来水出户改造 ，面
临出户费用高 、房间屋后违建 、引水
入户难度大等问题。 老集镇片区所属
的王墩社区党总支主动作为 ，所有工
作人员分片包保 ， 上门入户宣传 、收
集材料，全力争取群众支持。 同时，组
建由老党员 、居民代表 、片区民警 、社
区专干组成的居民议事协商小组 ，多
次召开居民议事会 ，邀请合肥供水集
团和居民代表等参加 ，协调化解矛盾

纠纷 、自来水改造线路等问题 ，为自
来水改造出户工作定制一整套详细
可用的实施方案……

最终， 大杨镇老集镇片区共计 375
户居民达成一致意见。目前，自来水出户
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供水集团已把主管
道全部更换完成，下一步将引水入户。

“王墩社区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
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将‘红色网络’融入
到社区治理方方面面。 ”王墩社区党总
支书记李孝善告诉记者，该社区将基层
党建充分融入到基层治理全过程，结合
社区治理和居民群众需要，加强组织融
合，推进网格化管理建设，把社区干部、
离退休党员、在职党员等纳入网格服务
团队，形成了“网格覆盖、人人参与、多
元共治”网格化工作格局。 王墩社区党
总支还以网格党小组为依托，及时了解
居民需求，形成《网格寻求清单》，订单
式解决居民诉求，有效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的问题。

上门鉴定解民忧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本报通讯员 虞一玲

“李奶奶，这是帮您办的残疾证，请
收好。”日前，郎溪县姚村镇政府工作人
员来到姚村社区陈梅村组居民李奶奶
家，将代办的残疾证交到了她的手中。

不久前，姚村镇纪委工作人员针对
各项惠民富民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
上门走访。 李奶奶反映，她的眼睛有残
疾，一直想办残疾证，但是子女不在身
边， 一个人去县城做鉴定很不方便，办
证的事就一直拖着没办。

通过进一步了解， 镇纪委发现李
奶奶的情况并非个案， 镇里还有部分
残疾老人存在出门办证不便的情况 。
“群众利益无小事，特别是针对弱势群
体的困难， 要想方设法尽快解决他们
的难事。 ” 姚村镇纪委书记丁文健表
示。 经镇、村两级联合摸排统计，发现
该镇有类似需求的老人 20 余人。 姚村

镇纪委立即将摸排清单反馈至镇民政
部门， 要求其第一时间与郎溪县残联
沟通联系， 组织相关医疗专家在姚村
社区集中开展现场鉴定、 评残服务活
动，同时针对行动不便、“出门难”的老
人，专程上门开展服务。 李奶奶也在上
门服务中，经鉴定为视力残疾一级，办
理残疾证后每月可以获得 135 元的护
理补贴和生活补贴。

今年以来，郎溪县纪检监察机关聚
焦民生实事，通过紧盯惠民富民政策落
实情况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乡村振兴领
域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对巩
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展
专项监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
风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职责
定位， 着眼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
强化跟进监督，推动解决当地群众的实
际困难，让老百姓的获得感更足、幸福
感更高。 ”郎溪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

群众监督助创建

■ 本报通讯员 陈五志 师心魁

“这是不可利用垃圾 ，要按照垃
圾分类放到垃圾桶里。 ”“这里是消防
通道 ，不能堆放物品 ，麻烦你们赶紧
清理……”日前，在亳州市谯城区薛阁
街道柳湖社区，11 名文明创建监督员
正在给文明城市创建“挑刺”。

这 11 名文明创建监督员由柳湖社
区老党员、老干部组成，他们专门为社
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挑刺”，查找文明
创建“短板”。对于文明创建监督员提出
的意见和问题，社区则照单全收、一一
整改。

柳湖社区位于老城区， 人口集中，
在文明创建过程中，背街小巷和居民小
区的卫生环境较为棘手。 为此，柳湖社
区提出“让群众参与进来，发动群众实
现自我监督、自我检查、自我管理”的文
明创建工作新模式。 今年 8 月起，该社
区从辖区老党员、 退休老干部队伍中，
筛选出一批热心公益、责任心强、在当

地群众心中有威望的党员志愿者进行
集中培训，让他们直接参与社区文明创
建考核工作，并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
到社区，用于对社区的文明创建评分和
整改。

作为一名文明创建监督员， 家住
青龙街 23 号的老党员张西军老人每
天在小街小巷 “挑刺 ”，他经常带上钳
子，捡拾地面和绿化带的垃圾，保持环
境美观 ；发现乱扔垃圾 、乱堆乱放 、占
道经营情况的，主动上前向居民讲解，
并帮助整理搬运；碰上墙上、楼道贴满
“牛皮癣”， 拿出袋子里的小铲子一张
张铲除。

“除了让文明创建监督员参与各项
文明创建检查，我们还将日常考核结果
进行通报 ，做到日督查 、日通报 、周调
度、月考核。”柳湖社区党委书记卢燕表
示，社区将扩大这支队伍，让更多人参
与进来，倡导人人争当文明创建工作的
参与者、建设者，让文明创建更加深入
人心。

监控守护居民“头顶安全”

前几天，几声“砰砰”的响声在
荷叶地街道陶然居小区 8 号楼附
近出现 ， 把周围的居民吓了一大
跳。 小区保安和居民前往“案发现
场”， 发现散落一地的厨余垃圾和
酒瓶碎片。

小区物业经过小区高空抛物摄
像头取证查实， 锁定 8 号楼一单元
三楼的一家住户从厨房窗口扔下的
垃圾， 而且该住户向窗外高空抛物
的行为不止一次。 小区物业随后上
门与业主沟通，该业主当即道歉，并
表示不会再往窗外乱扔垃圾。

“物体从高处落下的过程中，会

产生强大的冲击力。一个 50 克的鸡
蛋从 4 楼抛下会把人的脑袋砸肿，
从 18 楼抛下能砸破头骨，从更高楼
层抛下可能会致人当场死亡， 更不
要说瓶子、石块等更重的物体，高空
抛物严重威胁着居民 ‘头顶上的安
全’。 ”陶然居小区物业经理陈晓敏
对记者说， 高空抛物投抛瞬间过程
很短，很难取证。一些随意高空抛物
的住户一般不会承认， 如果没有砸
到人，往往就不了了之。

针对高空抛物溯源难、取证难、
监控难的问题， 陶然居小区在智慧
社区建设中， 安装了高空抛物摄像

头。 目前，该小区已有 38 套高空抛
物监控，可以记录抛物瞬间、点位全
面覆盖、录像回查投抛过程。 “高空
抛物摄像头具有高清夜视功能，可
以为夜间抛物提供证据。”荷叶地街
道金荷社区工作人员朱霞说， 高空
抛物有迹可循， 让有想法的人不敢
心存侥幸。

蜀山区南岗镇畅园小区有 122
组摄像头， 建成了高空抛物监控系
统。记者走进该小区，随处可见楼栋
旁安装的高空抛物摄像头， 它们静
静伫立，守护着小区居民“头顶上的
安全”。“监控设备有助于调查取证，
能够有效对住户形成威慑力和约束
力，自从高空摄像头运行以来，没有
发生一起高空抛物行为。”南岗镇维
稳办主任陈明说。

“智慧平台”便捷小区生活

在位于陶然居小区党群服务中
心二楼的网格指挥调度中心， 记者
看到“荷韵智联”显示屏正直观显示
小区的动态情况。

陶然居小区作为智慧社区试点
小区，于 2019年 6月上线运营“荷韵
智联”智慧社区平台，以“视频+门禁+
警务室+物业+移动互联网” 模式，通
过智能设备实现对人、车、物的动态
监测和管理。 “智慧因子”注入社区为
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更多便捷。 “我们
只要通过小程序点进去，就可以线上
交物业费、水电费，随手拍反映问题
等，操作简单，方便生活。 ”陶然居小
区居民潘燕说，金荷社区居民只需通
过第三方平台进入“荷韵智联”生活
号，对消防通道被占用、楼道堆物、消
防栓损坏、 乱停车等问题进行上报，

物业会在第一时间处理反馈。
此外， 智慧社区系统会对长期

未出门的高龄独居老人发出预警。
荷叶地街道网格化管理中心副主任
杨沛舟告诉记者，不久前，陶然居小
区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连续 20 多天
没有出门， 这一信息形成了预警事
件， 社区网格员通过智慧社区平台
收到预警消息， 上门走访后得知老
人因身体不适，所以一直没有出门，
期间委托邻居帮忙买菜。 虽然是一
场虚惊， 但是网格员对老人的照顾
不敢轻心， 通知了老人孩子多回来
看望。“数据汇聚形成完整的预警系
统让独居老人的安全性得到了保
障，也让子女更放心。 ”杨沛舟说。

金荷社区结合“金荷一家亲”建
设理念，形成多个志愿服务队，共同

开展社区治理。 建设了陶然居党群
之家，为党员和居民提供活动场地，
同时提供共享雨伞、 共享充电宝便
民服务和设备。 联合街道、社区、业
委会、 物业开展红色电影进社区等
系列活动， 实现居民参与社区党建
及社区治理。

截至目前， 蜀山区已建成智慧
平安小区 530个，覆盖率达 87.03%。
据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区分局治安大
队大队长孙满昌介绍， 辖区 4 类可
防性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到 6%，高
空抛物、 电动车进电梯等问题得到
有效治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街谈巷议·

多方协力建设好“智慧社区”

■ 朱茜

一个个显示屏全面展示整个辖

区的实时动态、 小区智能门禁系统
方便居民进出、 高空抛物摄像头随
时捕捉不文明行为……作为一种基
于新型技术的社区形态， 智慧社区
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
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

智慧化生活环境。
作为智慧城市的一个 “细胞”，

智慧社区的建设已逐渐从单纯的设

备制造商或集成商主导， 变为需要
各方参与，互利共赢的系统工程。 智
慧社区建设的实施，在方案、产品、
平台等方面都是缺一不可的。 以合
肥市蜀山区陶然居小区为例,该小区
作为智慧社区的试点小区, 于 2019
年 6 月上线运营“荷韵智联”智慧社

区平台，以“视频+门禁+警务室+物
业+移动互联网”模式，通过智能设
备实现对人、车、物的动态监测和管
理。 良好的运行成效背后，是小区在
建设前注重听取民意、多方论证，运
营时注重长远，不仅让“数据”赋能
社区服务， 还充分发挥社区党群工
作人员、小区物业人员等人力作用，
实现“智能+人力”服务的有机结合。

目前社区治理的智慧化仍停留

在社区管理技术手段的信息化这一

阶段， 居民的主体性和参与度还不
够充分。同时，参与智慧社区生态建
设的主体众多，包含政府部门、房产
开发商、 物业运营商、 业务提供商
等，各方在软硬件应用、服务提供等
方面标准不一。因此，要真正实现社
区生活智慧化，根本要将技术、社会
与人的协同发展融入到智慧社区建

设中。 整个过程不仅仅依赖于某一
方，而是需要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
参与，居民的积极配合，与此同时，
也需要更多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和

高层次的管理人员的参与。 只有多
方力量的协同推进， 才能驱动智慧
社区建设走向更好的明天。

为小区注入更多“ ”智智智慧慧慧

日前 ， 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
建华社区举办 “我和我的祖国———
党在我心中 ”主题画展 ，展出了 100
多幅社区儿童创作的画作 ， 展现了
孩子们对党和国家的热爱 ， 对美好
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本报通讯员 李莎莎 摄

童心绘童画
弘扬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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