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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发布 2021年度
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名单
为进一步总结推广各地

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经
验做法，宣传展示各地加强基层
治理进展成效，营造全面推进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的良好氛围，2021 年， 民政
部面向各地征集基层治理创新
典型案例。 在各地认真组织申报
的基础上，确认北京市朝阳区实
施 “社区成长伙伴计划 ”探索超
大城市社区治理创新路径等 27
个案例为 2021 年度全国基层治
理创新典型案例。

各地要认真学习借鉴全国
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鼓励引
导基层创新，因地制宜组织开展
本地基层治理创新经验征集，探
索形成符合本地实际的基层治
理模式，通过典型示范加快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

以下为 2021 年度全国基层
治理创新典型案例名单：

1.北京市朝阳区：实施“社区
成长伙伴计划”探索超大城市社
区治理创新路径

2.北京市昌平区：实施公共
服务设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破
解回天地区治理难题

3.吉林省珲春市：聚力攻坚
打造专业化职业化社区工作者
队伍

4.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家
门口”服务体系“绣”出高品质社
区服务

5.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以
居民满意度考评机制推动街道
服务管理再创新

6.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旺庄
街道：实施“益动旺庄”成长计划
探索社区工作者阶梯式培养新
模式

7.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以
民生综合体打造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新样本

8.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阳光票决制助推农村社区治
理创新

9.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一
件事”集成改革激发基层治理新
动能

10.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打
造“近邻社区”促进社区共建共
治共享

11.山东省平邑县：党建统领
“三治” 结合构建城乡社区治理
新体系

12.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六
维双向融合， 油地共建共享，创
新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13.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幸福圆桌会” 提升社区治理精
细化水平

14.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创
新场景拓宽社区治理全新路径

15.湖北省宜都市：村规民约
为农村社区治理添活力

16.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强
基础促合力加强乡镇（街道）服
务能力建设

17.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大数据·微服务”构建社区治理
服务新模式

18.广东省东莞市：以“民生

大莞家”推进乡镇政府服务能力
提档升级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柳南区：规范基层协商促进街道
治理提质增效

20.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
兴宾区桥巩镇毛塘村：“五清
单、六步骤”创新村级议事协商
实践

21.重庆市江津区：构建简约
高效体制提升乡镇治理能力

22.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
街道：专项基金推进社区治理共
治融合创新

23.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党
建引领提案工作机制激发社区
治理内生动力

24.四川省汉源县：央企协同
趟出瀑电库区基层治理新路子

25.贵州省凯里市：创新“村社
宜站”加强村综合服务能力建设

26.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三办” 并举促进乡镇政府服务
见实效

27.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
疏堵结合着力破解社区“万能
章”顽瘴痼疾

（据民政部官网）

李纪恒深入成都市金牛
区沙河源街道新桥社区、雅
安市宝兴县灵关镇钟灵社
区， 调研了解城乡社区因地
制宜，通过加强党建引领、整
合辖区资源、完善设施平台、
扩大居民参与、 发挥社会组
织作用等方式， 提升基层治
理服务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专业化水平的经验做法。
李纪恒强调， 基层治理和社
区服务工作做得好不好，事
关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基层
的落实， 事关老百姓的切身
利益。 要全面落实加强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的意见， 进一步完善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 畅通群众
参与基层自治的渠道， 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 更好保障
基层群众的民主权利。 要持
续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完善服务格局， 增强服务供
给，提升服务效能，强化社区
为民、便民、安民功能。 要充
分调动各方资源， 发挥居民
群众、驻地单位、市场主体等
作用，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
会慈善资源联动机制， 努力
把社区建成人民群众的幸福
家园。

李纪恒还走进金牛区府
河摄影公园婚姻登记处，实
地察看登记室、 颁证室等设
施及服务情况， 强调要不断
适应人民群众新需求， 优化
婚姻登记服务， 推进家庭建
设，倡导正确的婚恋观、家庭
观， 促进家庭幸福和社会和
谐稳定。

调研中， 李纪恒充分肯
定了四川省民政工作。 他指
出，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
之年， 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
重要一年， 民政工作任务艰
巨、使命光荣。做好今年的民
政工作， 要坚持党对民政事
业的全面领导， 持续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 掌握和运用党百年奋斗
的历史经验， 加强民政部门
党的建设，坚决拥护“两个确
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
护”，确保民政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 要坚持人民至上，始
终以人民为中心，积极顺应
群众呼声， 回应群众关切，
响应群众诉求，聚焦民政对
象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
用力把各项民生实事办好，
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惠民利
民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
福祉。 要坚持服务大局，全
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全国民政工作会
议要求，深入实施“十四五”
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更好履
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
治理 、 基本社会服务等职
责，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
献更大力量。 要坚持稳字当
头，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着
力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
强各类服务机构安全管理，
防范化解民政领域重大风
险，确保安全有序运行，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民政部有关司局、 四川
省民政厅主要负责同志和成
都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随同
调研， 四川省省直有关部门
的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据民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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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违法社会组织

中国翻译认知研究会

中国企业战略联盟发展促进会

全国企业联盟发展中心

军事爱好者协会

中国生命文化协会 （合法登记的为中国生命关怀协会 ）

中国物业管理服务协会 （合法登记的为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

传统诗词研究学会

全国中小学德育创新联盟

为进一步加大对非法社会
组织的打击整治力度，充分发挥
社会监督作用，民政部日前公布
2022 年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
织名单，共 8 家，具体为：中国翻
译认知研究会、中国企业战略联
盟发展促进会、全国企业联盟发
展中心、军事爱好者协会、中国

生命文化协会（合法登记的为中
国生命关怀协会）、 中国物业管
理服务协会（合法登记的为中国
物业管理协会）、 传统诗词研究
学会、 全国中小学德育创新联
盟。

民政部门提醒，有关机构或
个人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

参与其活动时，如对社会组织身
份存疑，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
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核实，避免
上当受骗。 如发现非法社会组织
的活动线索（如活动场所、负责
人等），公众也可通过该平台“投
诉举报”栏目进行投诉举报。

（据民政部官网）

民政部公布
2022 年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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