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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微治理”编织社区大和谐
—金湖县黎城镇平安路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独特
——
“密码”

在金湖县黎城镇
平安路社区， 居民的
生活就如同社区的名
字一样平安、和谐。 今
年3月， 省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郭文奇来到
平安路社区 视 察 ， 夸
赞平安路社区楼道党
建工作做得很好，“及
时用党的思想、 先进
文化占领基 层 阵 地 ，
体现了党与群众的密
切联系。 ”那么，平安
路社区的社会治理到
底有何特别之处？ 社
区党总支书记郑大海
说：“小楼道、微党建、
大平安！ 以楼道党建
为支点， 才能全面构
筑社区大平安。 ”
■淮海晚报记者
张林 李蓉 陈禹行
通讯员 李广忠 王仁彬

●楼栋长、谈心室、组团服务
走进平安路社区辖区内的
盛 世 豪 庭 小 区 ，“楼 道 党 旗 扬
创建我主场” 的文化墙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 墙上“党员先锋”
专栏展示着一个个“身边榜样”
的事迹，他们或是勤廉村官，或
是服务创业先进个人， 或是新
淮 安 卫 士 …… 身 边 的 党 员 榜
样，成了居民们前行的力量。
选好“红色楼栋长”，与居
民贴心。 根据辖区党员居住分
布、年龄、特长等情况，为每个

楼栋选配1名党员楼栋长，担任
民情信息员、纠纷调解员、环境
监护员、平安宣传员、民事代办
员，采取走访交流、民意收集、便
民服务、结对帮扶等方式与居民
连成一片。 对居民一般性诉求，
由楼栋长会同业委会、物业公司
进行处理；复杂性问题交由网格
员汇总上报、分类交办。 楼栋长
成为活跃在楼栋里的“红色细
胞”，让社区治理更加精准。这一
做法在金湖县推广。

●小客厅、文化节、小课堂
2016 年 创 办 的 楼 道 文 化
节， 已经成为平安路社区居民
的固定节日。 演员是小区居民、
节目自编自导自演， 传达文明
新风——
—通过舞蹈、女声独唱、
独口快板、歌伴舞、小品、大合
唱等多种形式，颂扬“融融楼道
情、传递正能量”“和谐新邻里、
培育新家风、促进新楼风”等正
能量。
平安路社区通过文化引领
这种“春风化雨”的方式，起到
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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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党员谈心室”，让居民
舒心。 在居民小区设立“党员谈
心室”， 安排有较高威信的退休
老党员轮流坐班， 接待来访群
众。 居民遇到自己办不了、想不
通、看不懂的事项，可以到“
党员
谈心室”交流。 对现场能解决的
问题，坐班人员及时给予答复和
解决；对重要或疑难问题，及时
联系社区干部、 网格员共同解
决。 社区自成立
“
党员谈心室”以
来，共接受群众咨询、求助服务

280余次，收到建议、意见100余
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30余起。
落实“
组团式服务”，给居民
安心。社区党总支依据辖区党员
的职业、特长，组织小区党员建
立环境卫生、医疗保健、法律服
务、家庭维修、帮扶救助等5支志
愿服务队，共150余人，围绕助
老帮扶、结对帮困、治安巡逻、矛
盾调解等，在小区开展组团式服
务， 让居民享受到“家门口服
务”，生活更加安心。

文明新风润社区民心

楼栋“小客厅”把邻居变为
“
家人”。社区组织居民创作书法
绘画、法治故事、道德警句、手工
布艺等，将单调、枯燥、冷漠的楼
道变成法治、文明的新视窗。 以
爱心楼、孝德楼、文明楼、卫生
楼、法治楼、团结楼、敬老楼、科
普楼、和谐楼等为主题，在每个
小区打造数个主题特色楼栋，既
展示居民才艺，又推动楼道居民
间交流互助。
楼栋“文化节”把生人变为
“熟人”。 每半年，社区组织楼栋

●微网格、公益社、儿女团
平安路社区通过公益激发
更多人善良、友爱的本性，为社
区和谐作出新的贡献。 这也是
被誉为“平安模式”的社会治理
模式——
—“233”社区治理模式。
“2” 即两个平台 （微信公众平
台， 综治E通信息管理平台）。
“3”即三个组织（社区、社会组
织、社工组织）。“
3”即三个志愿
联盟（在职党员服务联盟、驻区
单位党建联盟、 公益教育志愿
联盟）。

党员榜样成前行力量

与楼栋、小区与小区、小区与驻
区单位之间，以“
最美楼栋，一路
风景”为主题，举办楼栋法治文
化节。居民分别按楼栋、小区，组
团参加广场舞、棋牌、书法绘画、
体育才艺比赛，促进更多居民越
过楼道、小区，进行交流互动，使
社会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目前，
楼道法治文化节已举办四届，吸
引社区近2000多人次参加，在
居民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
楼栋“小课堂”把离线变为
“
在线”。 建立“
楼栋小课堂”，组

织退休人员志愿看护、辅导放学
儿童写作业，减轻双职工父母的
负担。 组建志愿者团队，按照有
组织、有制度、有阵地、有计划、
有课程“五有”标准，打造小区
“周末课堂”， 每个周末举办文
化、艺术、法治辅导课，为“小漂
族”、留守儿童提供学习场所，让
他们感受家庭温暖。 县检察院党
员殷盼盼在自家楼栋开设青少
年法治教育课程，每半月给在校
生上法治、安全课，呵护孩子健
康成长。

公益平台聚爱心能量

建设楼栋“微网格”。 在社
区党组织倡议下， 以党员楼栋
长为群主，共建立800个楼栋微
信群，推行楼栋“网格微信化”
管理。 在“微网格”中，楼栋所有
住户都是群成员， 网格员通过
微信群采集矛盾纠纷、 安全隐
患、治安警情等信息，并将法律
法规、 自护常识等及时宣传到
各家各户。 同时，小区住户拿起
手机都可以成为“网格员”，直
接参与发现和报告问题， 第一

时间发现和处理安全隐患，调动
居民自主治理的积极性。行动不
便的居民可以使用“
微网格”在
线请求服务。
组建楼栋“
儿女团”。组建小
区居民志愿者“周末好儿女”团
队，为社区孤寡空巢老人、残疾
人家庭、留守儿童开展“点对点”
服务，每周上门走访一次，每月
做一次家务，每季度解决一个问
题， 每年给他们过一次生日，让
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支志愿

者队成立以来，已结对帮扶家庭
146户次，至今未中断过。
壮大楼栋“
公益社”。积极引
进社会组织参与小区网格化治
理。 蒲公英协会开展“爱心传递
情暖困境人群”活动，博爱公益
组织开展“情暖单亲母亲”行动，
社工协会组织开展“
美轮美奂爱
无障碍”关爱残疾人等公益助力
行动， 激发群众内心的真善美，
培养社区居民的社会意识、责任
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