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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荟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进
城务工，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 警力
不足，如何守护一方平安？ 小区虽小，问
题不少，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怎么解？ 群
众诉求日趋多样，如何解决基层社会治
理中的难点、堵点、痛点？ 当涂县坚持党
建引领，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升基层
治理水平，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沉下去

网格员走街串巷了解诉求

2月 15 日上午 10 时半 ，当涂县姑
孰镇凌云社区网格员施小璐从社区巡
查回来，正在登记刚刚巡查到的问题：
姑孰茗邸 8 栋的草坪上有污水溢出 ，
已经通知小区物业尽快疏通 ；3 号楼
的一户人家卫生间漏水， 需要社区和
物业帮忙协商解决……施小璐和另一
位网格员每天都要在小区四处查看 ，
与社区的大爷大妈聊天， 及时了解他
们的诉求。

凌云社区副主任张志群告诉记者，
网格员的工作主要是及时收集辖区内
的问题和矛盾，然后及时上报“平安马
鞍山”平台。

目前，当涂城乡专职网格员全部配
备到位，常态化进网巡查、问题排查化
解等运行机制逐步完善，完成网格员调
整配备任务，确保做到“一格一员”。

当涂县网格划分总数为 906 个，其
中城市网格 130 个， 农村网格 722 个，
专属网格 54 个。 建立“网格发现、社区
呼叫 、分级响应 、协同治理 ”的工作机
制，主要承担信息采集更新、矛盾纠纷
化解、重点群体管控、治安联合防范、治
理事项协管、社情民意收集、民生服务
帮助、政策法律宣传等任务。

当涂县给网格员配发服装 1593

套， 配备 219 个网格员专门办公场所，
保证网格员统一着装、佩戴工作证进网
巡查，同时制作公示牌 875 个 ，每个网
格员逐户宣传网格化，形成浓厚的工作
氛围。 城市网格员工作时间均下沉网
格，农村网格员每天巡查四遍以上。

弯下腰

“一圆六方”协商解决难题

2 月 16 日一大早，刚上班的凌云社
区副书记汪卉忙得不可开交：姑溪山水
92 栋门面房发生火灾，这是一间小区保
洁人员的休息室， 里面堆放了不少杂
物，好在消防车来得及时，没有造成大
的损失。 “近期我们将与物业一起清理
楼道堆放的杂物。 ”汪卉说，“我们社区
原先是村民组，一些居民很留恋过去的
生活习惯，例如购买活禽、在小区内摆
摊卖菜等等， 这些看似不大的问题，却
反复出现。 我们意识到城市基层治理不
能是街道社区唱‘独角戏’，而是要上下
联动， 变零敲碎打治理为项目制改造、
专业化服务，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提高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

为解决社区权力小 、 群众需求多
的现实难题，当涂县借鉴北京市“街乡
吹哨、部门报到”做法，总结本地经验，
探索出一条“党建+基层治理”新路子。
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圆心 ， 公安 、民
政、司法、住建、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
六个部门共建互助的“一圆六方”工作
模式，按照“吹哨、应哨、派单、办理、反
馈 、评价 ”的六步运转流程 ，解决群众
身边难题。

社区根据工作需要，可吸纳更多县
直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加入“朋友圈”，形
成“1+6+X”矩阵。从县直部门选派 45 名
优秀干部兼任社区党组织副书记或居
委会副主任，制定《当涂县社区兼职干
部管理办法》， 实行社区兼职干部原单

位和社区双重管理。 社区兼职干部根据
工作需要随时到社区报到，主动帮助社
区协调解决问题。 以社区为单位，建立
“民情 e 站”微信群，进一步畅通问题反
映渠道。疫情防控期间，“民情 e 站”微信
群成为居民踊跃报名参与抗疫志愿服
务的重要平台。 同时，建立健全乡镇联
席会议和社区“圆桌会议”机制，明确主
要职责，制定议事规则，定期协商解决
社区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问题 。 将
“一圆六方”工作纳入县直部门、乡镇、
社区年度党建工作考核、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综合考核，加强考核激励，强化
结果运用， 确保县直部门资源有效整
合，群众需求有效对接，社区服务有效
落地。

焦家社区为解决辖区外来务工人
员的子女午间无人照料问题，将社区办
公楼腾出近 600 平方米开设“午间微课
堂”， 动员组织志愿教师每周一至周五
中午 12 时到下午 1 时半， 面向务工人
员子女和留守学生开展校外辅导活动。

接地气

编外义警守护百姓平安

2 月 16 日上午 10 时， 在姑孰镇派
出所“义警之家”里，57 岁的陈治芬打开
微信里的图片告诉记者，她的队友义警
王兴平昨天在黄池一段窄路上涂反光
标记。 正说着，50 多岁的陶开圣和两位
同伴也回来了。 考虑到县城中小学及幼
儿园要开学了，负责县实验小学南门的
陶开圣去学校查看了一番，他说：“实验
学校位于闹市区，门口交通繁忙，上下
学的时候我们帮着维持秩序。 放学时，
一些家长因故无法按时接孩子，我们就
会联系老师，让家长和孩子都放心。 ”

在“义警之家”隔壁的“潘晓斌调解
室”里，20 多名年轻人围坐在一起。所长
许友告诉记者：“昨晚一个酒吧里，一些

年轻人喝了点酒，发生了纠纷，现在我
们就请了调解员把双方请到一起调解。
调解员和义警都不是公安人员，往往更
容易与年轻人沟通。 让身边人调处身边
事，更能促进矛盾纠纷快速有效解决。 ”

“我们当初提出成立义警队伍 ，主
要是想弥补警力不足。 ”据当涂县公安
局指挥中心副指挥长陶文介绍，该县公
安部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群防群
治工作，打破传统思维，主动引入“互联
网+”理念，于 2016 年 4 月设立“SASA”
微信平台，设置“信息搜索”“我来破案”
“缉捕在逃” 等功能板块， 可以接收图
文、视频、定位等，这意味着网友能够随
时随地、 以多种形式举报违法犯罪线
索。 同年 12 月，SASA 平台的“粉丝”从
线上走到线下，“当涂义警” 正式成立，
并在全省率先注册成立义警协会。

近年来，义警队伍不断壮大，工作范
围与内涵也不断延伸。目前，当涂义警在
册会员 1500 余人，实现城乡村居、行业
全覆盖。他们协助警察守护百姓安全，逐
渐成为群众身边的“五大员”，协助公安
机关在重点区域和重大活动安保期间开
展治安巡逻， 与一线民警形成联勤联动
的“大巡防”格局，做好治安员；充分发挥
义警队伍覆盖面广的优势， 广泛搜集身
边的社情民意、 安全隐患和违法活动信
息， 并向公安机关提出治安管理改进建
议，充当情报员；积极参与矛盾化解，发
挥“身边人调处身边事”群众更易接受的
优势，促进矛盾纠纷快速有效解决，成为
调解员；定期开展“紫丝带行动”“爱心护
学”等志愿服务，做默默奉献的服务员；
通过文艺表演等形式， 定期开展法治宣
传活动，做好宣传员。

截至目前，当涂义警共开展志愿活
动 1652 次 ，提供线索 6737 条 ，协助破
获刑事案件 291 起 、 抓获网上逃犯 9
人、收缴赌博机 531 台、铲除罂粟 7400
余株，发现并有效处置涉及公共安全的
隐患 134 处。

严控农村违建房
■ 本报通讯员 董迅 单耀祖

“你目前不能建新住宅，如果要建
必须先承诺拆掉旧房。 因为按照有关
政策规定， 拆旧才能建新。 你考虑好
了，再来办理手续吧。 ”日前，在天长市
冶山镇卞桥村， 村民李伟林的建房申
请被村里的“建房理事会”予以否定，
该会负责人还向他耐心解释政策。

村民建房是社会关注度高 、信
访矛盾较集中的问题， 也是严格落
实耕地保护政策的大事。 为严把农
村建房审查监督关，去年 ６ 月份，天
长市纪委监委会同该市有关部门 ，
探索出农村建房 “三会 ”监督模式 ，
即建房理事会、月例会、建房办事处
规划与建设管委会，所有村、社区居
民建房必须经过 “三会 ”严格审查 。
“建房理事会”成员由村、社区干部、
村民小组长组成， 负责建房条件初
步审核；“月例会”由村、社区干部及
村 (社区 )居民代表组成，负责建房条

件复审及监督“理事会”有无违规初
核， 并向申请建房群众做好相关政
策解释工作；镇、街道建房办事处规
划与建设管委会负责建房条件终
审， 并进一步做好相关政策解释工
作。 为让“三会”监督模式落深落细，
充分发挥其监督效能， 该市纪委监
委定期、 不定期会同市自然资源规
划局、住建局等有关部门对 16 个镇、
街道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对存在执
行不到位、 敷衍塞责问题的单位进
行通报批评， 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领
导干部予以问责。

“自农村群众建房实行‘三会’监
督新机制后， 既消除了群众的疑虑，
也保证了国家有关土地、建房政策的
落实，可谓一举多得。 ”天长市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截至目前，
全市乡村居民拆旧房建新房 2750 余
户、 否决 760 余户违规建房的申请，
该市涉农村建房领域信访量同比下
降 97.8%。

志愿服务精准化
■ 本报通讯员 汪萍 马家贵

“芮店社区居民希望开展农村土地
流转方面知识讲座， 大黄村村民建议定
期组织村医入户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
常规体检， 四合社区居民期待农家书屋
能多购置一点儿童书籍……”日前，肥西
县花岗镇举办“百姓勤务员”群众需求征
集活动，志愿者们化身“勤务员”进村入
户，线上线下广泛征集“服务菜单”。

据了解，该镇第一轮征集到 59 条群
众需求。 “按照统一部署，我们分批次征
集需求，分类型汇总需求，分阶段落实需
求。 对群众呼声高的、 当前能实现的需
求，立即组织开展相应的志愿服务活动。
对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积极寻
求上级部门支持，力争早日解决。 ”据花
岗镇正新村志愿者汪志胜介绍， 他们在

征集需求过程中发现， 老年人对健康十
分关注， 当即就组织村医到老人家中帮
他们量血压、测血糖等。为保持常态实现
长效， 该镇正在酝酿对此项活动实施项
目化运作。

群众按需“点单”，志愿服务组织精
准“上菜”。“我们首批征集到的群众需求
已经全部完成， 接下来的志愿服务活动
将进一步聚焦困难群体。 前期我们走访
了一些残疾人家庭， 了解到他们的一些
需求， 这便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确定了内
容。 ”花岗镇天堰社区志愿者黄明月说。

近年来， 花岗镇把准群众需求 “脉
搏”，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积极打造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服务项目， 满足群
众多元需求。 目前，该镇已培育出“花之
岗”理论文艺宣讲、“碧水卫士”生态保护
等一批颇受群众欢迎的服务项目。

网格管理解民忧
■ 本报通讯员 赵婷

“多亏了社区网格员，帮我们解决电
瓶车停车难、充电难的问题。 ”桐城市龙
腾街道大王社区居民汪迎春高兴地说。

走进大王社区，只见路面干净整洁，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垃圾桶， 电瓶车停
放有序。 “随着入住率越来越高，小区电
动车也越来越多，居民为了充电方便，经
常将电动车放在楼道内，从家中拉起‘高
空飞线’充电，不仅影响小区环境，也存
在很大安全隐患。 ” 网格员闫芳告诉笔
者，针对这些问题，社区党支部多次召开
居民代表会议，合理采纳各方意见，筹集
建设资金，为居民新增充电桩七处，充电
接口 100 余个。 据大王社区党支部书记

王春介绍， 该社区设立 1 个指挥中心、5
个网格区域，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兼网
格长，设 5 名专职网格员、48 名单元长，
全方位开展网格化服务。去年以来，共开
展 11 次卫生整治，清理垃圾 10 吨；新建
停车场 1 处，新建停车位 20 个；绿化补
植 4000 平方米，组织志愿服务 30 余次。

近年来，桐城市在优化网格化服务管
理的基础上，建立“文都 e家”综合治理平
台，发挥好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
优势，及时收集信息、加强网格管理，实现
城市管理工作精细化和无死角。自“文都 e
家”综合治理平台运行以来，累计上报市
容市貌事件 61744 件 ， 公共管理事件
35000件，环境卫生事件 16973件，综合办
结率 99.8%，市容市貌焕然一新。

“点对点”化解难题
■ 本报通讯员 欧阳如晨 吕媛瑶

“刚搬进来时，我们赵庄安置点的自
来水水压低，冷水供应不上，导致太阳能
热水倒流，给生活带来不少麻烦。现在都
改好了，用水也方便了。”日前，在黄山市
黄山区甘棠镇张家埂村， 村民崔婉华告
诉笔者。

原来， 赵庄新村是经开区项目征迁
安置点，规划安置约 100 户左右，后因项
目建设和征迁时拆迁户选择赵庄新村安
置的较少，目前只有 22 户，新村基础配
套设施尚未完善。 甘棠镇工作人员了解
这一情况后，及时和经开区多次协商，并
联系该区自来水公司改造管网， 解决了
居民用水难题。

在黄山区， 像这样及时解决群众困
难的实例还有许多， 主要得益于当地实
施“群众点名、领导接访”信访工作机制。
该区要求各乡镇每天安排一位领导班子
成员坐班接访，设立干部接访公示牌，公
开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的姓名、 分管工作
和联系电话，由群众点名、领导接访，面
对面、点对点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一桩
桩纠纷得到化解、一件件难题得到解决。

据黄山区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区以“四下基层”工作法为抓手，让干
部主动接访、下访，在各乡镇创建人民满
意的信访窗口， 让群众遇到的难题在乡
镇一级就能解决。目前，该区已被授予全
省 2021 年度信访工作优秀单位，连续两
年荣获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区县称号。

特色产业促增收
■ 本报通讯员 徐进群 殷瑛

“我们这里是深山区，山上野猪多，
种植其他农作物会遭到破坏。 种生姜不
怕野猪损坏，而且挣钱快。 ”日前，在岳西
县白帽镇，江河村党总支负责人说，该村
土壤肥沃、气候条件适宜，发展生姜种植
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白帽镇通
过政策扶持、土地流转、能人大户带头等
方式，共种植生姜 4000 余亩，覆盖全镇
10 个行政村，亩均效益可达 2.5 万元。

为帮助姜农解决销售难问题，白帽镇
积极联系省市县有关媒体和抖音等网络
平台进行宣传推介， 拓宽生姜销售路径，
该镇有关负责人前往武汉、合肥等地批发

市场联系销售业务。 “我镇还整合项目资
金，投资 3000多万元建设生姜产业园，预
计今年底能建成投入使用，这样就能解决
全镇部分生姜的储藏保鲜问题。 目前，我
们还将引进生姜深加工企业，促进生姜产
业融合发展。 ”该镇有关负责人说。

在该县毛尖山乡，板舍村确立“果蔬
飘香、魅力板舍”的发展目标，大力发展
高山蔬菜、香榧、水蜜桃等产业。据悉，当
地采取“公司+合作社+村委会+农户”的
经营模式，公司包技术、信息、销售，合作
社包培训、收购，村委会包流转、协调、服
务，农户包耕种、管理、采摘。 目前，该村
建起蔬菜基地 700 亩、果园 300 亩、香榧
2000 亩，确保群众和村集体实现双赢。

千年古镇展新颜
■ 本报通讯员 杨中勤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日前， 记者走进亳州市谯城区古城
镇，只见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
目。 街上，小贩的吆喝声、顾客的讨价还价
声此起彼伏，集市犹如一幅“清明上河图”。

“我一天营业收入五六千元，都是国
道和高铁带来的市场效应，您看街上多热
闹啊。 ”忙得不亦乐乎的商户杨兵对记者
说，随着境内京九铁路、商合杭高铁、G344
国道及高铁古城东站的开通运营，集镇客
流量迅速增加，他的生意也日益红火。 现
在，他经营的早餐包子店由一间换成了三
间，每天从早晨 6点营业到凌晨 1点多。

坐享大交通的“红利”，古城镇这座
千年古镇焕发新光彩，一跃成为谯城、太
和、 涡阳三县区之间的物流集散中心集
镇。 去年底，古城镇被评为“安徽省第九
批千年古镇”。 如今，在 6 平方公里的集
镇建成区内，汇集了 2370 余家店铺、6 家
大型连锁超市、18 家电商快递网站点，外

来人口 8600 余人，常住人口 2.1 万余人。
近年来，该镇发挥区位优势，以“农

业稳镇、工业强镇、商贸富镇、人才兴镇”
为目标，推进集镇建设提质提速，“擦亮”
千年古镇的市场招牌。 据悉，该镇先后投
资 2 亿多元， 实现建成区内雨污分流全
覆盖，建成一座日处理污水 2000 吨的污
水处理厂和一个占地 8 亩的文化休闲娱
乐广场， 拓宽和延伸道路、 巷道 52.8 公
里。 环境变美了，日子红火了，居民的幸
福指数直线上升。

“在家门口就业就是幸福！ 上个月俺
领了 6000 多元的工资，比在外面打工挣
的还多。 ”在亳州市两小无猜服饰有限公
司缝纫车间，该镇柴庙村 26 岁的村民康
艳丽高兴地说，在家务工，既能照顾孩子
的学习和生活，又不耽误挣钱养家。 截至
去年底，古城镇通过招才引智等措施，吸
引 167 只“金凤凰”返乡创业，成立公司、
家庭农场、合作社、种植养殖基地和加工
基地等，带动 4000 余人就近就业。

弹好治理“协奏曲” 社区更有人情味

·社情连环画·

·关注基层治理③

荨 近日，在怀宁县江镇镇新合村，村民在木耳基地采摘新鲜平菇。近年来，新合村因地
制宜建成年产木耳 1.5 万公斤、 平菇香菇 50 万公斤的木耳产业基地， 年产值达 400 万
元，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檀志扬 张庆明 摄

荩 日前， 在庐江县龙桥镇曹河
村的蔬菜种植基地， 几名工人在
温室大棚里采摘菜苔。 庐江县不
断盘活土地资源， 积极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大
棚蔬菜种植， 并吸纳当地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增收。

本报通讯员 赵德斌 摄

因地制宜兴产业

·基层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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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护航营商环境
■ 本报通讯员 杨香梅

“石经理，新年好！ 我们今天来一是
给大家拜个晚年， 二是看看企业在开工
复产方面需要我们提供哪些法律帮助？
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日前，宿松
县司法局开展 “新春访企 法治护航”活
动， 有关负责人率工作组深入安徽宏光
建筑有限公司、 安徽博鹏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安徽凯乐服饰有限公司和安徽科
彩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 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上是否存在困难。

该局派出的工作组实地走访，详细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认
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对该县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的意见建议，了解企业法律服务需
求，帮助企业有效预防法律风险。 为进一
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该县司法局与县
工商联建立了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沟
通联系机制，在县总商会设立行政调解工
作室，在县水产贸易商会等设立 7个律师
服务民营企业工作室，组建保障民营经济
发展法律服务团，今年先后深入企业开展
“法治体检”10余次，提出预防风险、解决
纠纷建议 20余条。

在走访中， 工作组还一再叮嘱企业
一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疫情防
控措施，守好企业“大门”和“底线”，防范
化解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复工安全复产，
实现新年“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