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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党建引领治理 社区焕发生机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社区居民 3100 余户 ，近
7000 人，年龄、职业各不相同，需
求更是多种多样，如何提供精准
化、精细化服务？

最近，长山花园社区 60 岁以
上老人胸前都挂上了专属防走失

“二维码”，手机扫一扫，照片、姓
名、家庭地址、家属联系方式、过
往病史等信息便可轻松获取。

长山花园社区老年人口占
总人口的 62.5%， 养老服务是刚
需，社区党委想方设法满足需求。
专职养老服务队、“十分钟助老服
务圈”、“康乐之家老年服务中心”
等相继成立， 行动不便的老人有
了“电子保姆”，享受理发、洗澡、
配餐、医药、家政、代办等“六送”
服务……一个全方位、 多形式的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形成了。

体系再好，没有人，服务也
难到位。 长山花园社区不缺人，
每个党员都是工作力量。

党员刘凤霞是一名楼栋长，
爱人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多次
走失，最近戴上了“二维码”，让
她“心里踏实多了”，老两口享受
养老服务的同时， 作为楼栋长，
刘凤霞也提供服务。 社区对老人
实行楼栋长、 单元长包保制，她
所在的 5 栋有 7 位独居老人，
“都被大家照顾得很好”。

社区居民 3100 余户 ，近
7000 人，年龄、职业各不相同，需
求更是多种多样，如何提供精准
化、精细化服务？

长山花园社区的办法是党
组织向最基层延伸。 社区被划分
为 10 个网格，网格建立党支部，
成立网格领导小组； 再往下走，
社区有 11 栋楼，设了 10 个楼栋
长，45 个单元长，成立了 24 个楼
栋党小组。

加上 161 个党员家庭户，一
个四级党组织网络形成了：社区
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
组—党员家庭户。“有了这个网
络，党组织离群众最近、懂群众

最多、帮群众最快。 ”吴亚琴说。
依托这一组织网络，形成了一

个多层次的居民服务网络。 比如，
在网格层面，设有治安巡逻员、环
境美洁员、矛盾调处员、邻里守望
员、 生活指导员、 政治教育宣传
员、科学知识传播员、文体活动组
织员，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

各楼栋党小组除了提供各种
社区服务，还在居民楼设置“楼栋
信仰讲堂”“楼栋故事汇”“居民好
声音”“贴心家书”等，讲好“社区
幸福事”，传递“社区好声音”。

“居民的大事、难事、急事，
社区都管起来。 ”吴亚琴说，社区
党委多年来形成了一套工作机
制，“群众有啥呼声啥需求，党组
织就有啥回声啥服务。 ”

在长山花园社区，为民服务
办事不分上下班，社区推出了“一
门式、一张网”“365零休”“AB岗”
“错时制”“随到随办制”等一揽子
举措。与此同时，社区还对驻区单
位和居民要素信息归纳整理，建
立了“万家数据库”“便民档案库”
“居民健康库” 等一本本基础台
账，开展精准服务。

“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植
根基层、植根群众，基层治理才
有生机活力。 ”长春市宽城区委
组织部副部长孙国星说。

党员主动参与“微治理”

“这些年，我们不断创新工
作体系和机制，但再好的体系和
机制， 要高效运转都离不开人，
我们每个党员都很关键。 ”

吴亚琴至今还记得第一次
来长山花园社区上班的场景：寻
着两个塑料袋，绑在脚上，深一
脚浅一脚踩着泥坑，走进四处漏
风、只有几张破桌子的社区办公
室。 那是 1995 年，她 35 岁。

社区是原吉林省胜利零件
厂的家属区。 企业破产，员工进
城，转型期阵痛，在社区体现为
“四多一少”： 下岗失业人员多、
流动人口多、老年人多、残疾和
困难人多、 有稳定收入的少，同

时还存在环境老旧脏乱差问题，
是社会治理重点难点区域、党建
薄弱地带。

25 年间， 社区一点一滴变
化， 到如今连续多年实现零上
访、零吸毒、零犯罪、零辍学、零
治安案件、 零就业家庭动态为
零、零矛盾升级、零家庭暴力“八
零”目标，吴亚琴认为，最关键的
是激发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这些年，我们不断创新工
作体系和机制，但再好的体系和
机制， 要高效运转都离不开人，
我们每个党员都很关键。 ”吴亚
琴说。

2003 年，长山花园社区一次
性接收 194 名退休党员回归社
区管理；社区还开启了党员“回
家”之路，多年来共找回“口袋”
党员和“隐身”党员 100 多名。 为
了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社区党委从 2003 年开始，坚持每
月 15日开展党员学习日，雷打不
动；从 2013 年开始坚持为党员过

“政治生日”；实行党员明标识、亮
身份、定责任，每户党员家门口都
悬挂“党员家庭户”牌子；老党员
戴上红袖标在社区义务站岗巡
逻、清理卫生，“党员在行动”成为
社区一道亮丽风景线……

“咱们社区的党员干部，那
是心里怀着一团火在为老百姓
服务！ ”居民们这样说，有了给力
的党员队伍，四级党组织网络才
发挥出巨大的治理效能。

植根群众中间，党员们主动
参与“微治理”，承担起信息员的
职责，有效收集社情民意，为社
区党委处理突发事件和老大难
问题赢得主动。

社区独居孤寡老人马庆生，
一直由外甥女和外甥轮流照顾。
由于没立遗嘱， 老人去世后，尽
了赡养义务却不是法定顺序继
承人的外甥女和外甥无法继承
遗产。 这件事成为当时社区居民
关注的热点。

党员信息员了解情况后主动
向社区党委汇报， 认为这件事情
是社区居民关注的焦点， 党委应

主动介入。社区党委研究后认为，
此事事关公平正义， 也关系公序
良俗，社区居民高度关注，社区应
该推动矛盾化解，弘扬正义正气。
社区随即召开了一场由人民调解
委员会和居民代表共同参与的居
民议事大会，一致意见是，应该帮
助兄妹俩争取遗产的继承权。

经社区商请，宽城区人民法
院巡回法庭在社区开庭， 近 100
名居民旁听了审判过程，法庭最
终宣判老人的房产和一万元存
款由外甥女继承，抚恤金和丧葬
费由外甥继承。“在法院和社区
的联合推动下，一起遗产继承案
妥善解决。 ”吴亚琴说。

案件审结，却是一项新服务
的开端。 社区党委通过召集居民
议事会，建立起了遗嘱库，5 年来
已为 200 多名老人建立遗嘱。 因
为未立遗嘱而产生的继承权纠
纷，此后再未发生过。

党员有威望， 党组织就有吸
引力。居民程文孝 2003年加入社
区志愿者义务巡逻队， 每日早晚
巡逻 3个小时， 风雪不误 17 年，
直到今年 2 月份，82 岁高龄的他
才退出。 在 70 岁生日那天，被社
区党组织批准入党， 他激动地写
道：“七十年不回头，永远跟党走；
百年丹心在，甘为孺子牛”。

居民自治释放活力

“没想到大家在党组织的带
领下，依然彼此呼唤着，没有走
散，没有迷失，团结一心，把我们
的家园建设得这么幸福！ ”

73 岁的社区居民李景学算
了笔账：我家的房子 52 平方米，
物业管理费是 3 角一平方米，一
年交 15.6 元。而现在周边小区物
业费基本是 1.5 元一平方米。

当初，小区供暖差，三九天
居民家里只有七八摄氏度，经常
停水停电，居民怨声载道，矛盾
积累很多。 针对这种情况，社区
党委及时召开党员大会和居民
代表大会，辞退了小区物业。

“不用它了，我们自己管！ ”

李景学自豪又满意地说，“谁来
管，都不如我们自己管得好！ ”

2010 年社区党委组织居民
相继成立了“小区自治管理委员
会”“居民事务志愿服务站”“居民
物业议事会”“物业事务监委会”，
组织居民自主管理物业， 物业服
务费按每户每年 0.3元/平方米的
标准收取，一直到现在，不曾涨价
。 小区管理得井井有条。

“物业费虽然低，但除了给
居民服务还结余不少，社区用这
笔钱设立了诚信借款，专门支持
社区居民创业。 ”吴亚琴说。

“靠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
打几根钉？ 抓治理必须依靠党员
和群众。 ”吴亚琴说。

近些年，社区党委积极推进
居民再组织化和公共性创建的
转换升级，引导居民自觉回归自
治本位、发扬“主人翁”精神，实
现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的事大
家定、大家的事大家办。

社区电工张立春退休前在
国营厂本职工作是持证电工，退
休后回到社区，他成了社区志愿
者，“有求必应，分文不取”，24 小
时开机，哪怕寒冬大半夜，一个
电话就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社区工作包罗万象，我们的
居民多数都是国企职工下岗或退
休，整合利用好这些人力资源，充
分释放他们的潜能， 社区的活力
就会大大增强。 ”吴亚琴说。

在长山花园社区， 活跃着各
个种类的社区服务队， 都是由社
区有专长的志愿者组成。 法律援
助、纠纷调解、家教服务、医疗保
健、家电维修等 12 个“红马甲”特
色志愿服务队， 帮助居民解决日
常生活问题； 有一支由 400 多名
居民组成的义务巡逻队， 建立了
10多个“百姓说事点”“邻里守望
哨”，推进形成良好道德风尚。

“我们社区人人都是志愿
者。 ”社区主任韩丽萍说，“大家
互帮互助， 日常生活大事小情，
不出社区全部解决。 ”

为了调动居民积极性，社区
还特别制定了红马甲积分兑换
制。 照顾老人、代买、冬天扫雪
等，都可以积分，用于兑换实用
礼品。 以此鼓励大家多做好事，
向上向善，让每个人都成为社区
治理的主人。

社区居民耿尚彬大爷是一
名退休钳工，社区邻里经常拿自
家用钝了的刀剪来求耿大爷打
磨。 10 多年下来耿大爷不知道磨
了多少刀剪， 耗费了多少油石。
不仅义务磨刀，他还是社区的义
务巡逻队队员。 2019 年，耿大爷
得的分最多，大家心服口服。

68 岁的党员沈长儒经常会
想起三线军工厂激情燃烧的岁
月：“秋天， 大家成群结队上山打
松子、摘野果，为防止跑山跑丢，
大家要一起高声喊着森林号子。
后来厂子破产，到城里来，没想到
大家在党组织的带领下， 依然彼
此呼唤着，没有走散，没有迷失，
团结一心， 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
这么幸福！ ” （据《人民日报》）

7 月 23 日， 在吉林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 了解社区党
建、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工作情况，对他们创建的‘四
级’社区党建网络工作体系和‘三长’社区管理体系表
示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加强党的
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
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昔日环境脏乱差的小区，何以成为如今让居民安
居乐业的‘花园式典范小区’？靠的正是党组织的坚强
引领，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大家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实现社区精细化治理。

这些天，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吴亚琴穿行在花
红柳绿的小区， 看着社区居民怡然自得的生活场景，
心中很欣慰。

吴亚琴心里清楚，长山花园社区的蜕变，靠的正
是党的建设引领，构建工作体系，建立工作机制，组织
发动党员、党员带动群众，有效的基层治理让社区持
续焕发生机活力，才有了今天幸福美好的家园。 社区志愿者正在做顶楼防水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