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

““多多网网融融合合””的的历历下下样样本本
本报通讯员 王玲涛

社区日常管理
实现“一掌通”

在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
委会主任杨奎香的手机上，安
装着“平安E通”APP，这是济
南市政法系统的社会管理平
台，安装一年来，她已养成了
随时随地经常打开使用的习
惯。在这个系统上，社会治理
功能齐全，不仅能接收到通知
信息，社区有什么安全隐患，
还在第一时间上传。与管理系
统相对应的是，在名士二居，
还有一名专职安全社工，她随
时在社区里“巡逻”，除此之外
社区还有20多名楼组长，也都
是网格中的“格员”，在社区治
理中发挥着“社区眼睛”的作
用，随时随地观察着社区的各
项工作以及安全防范。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成
了历下区“网格”的中坚力量，
在上班的路上，解放路街道后
坡街社区专职副书记孙少萍也
习惯把“平安E通”打开，查询待
办事项，上传采集信息，随时把
社区排查的矛盾、化解的方法在
手机上记录登记在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历下
区通过对社区网格的科学划分，
使对居民的服务覆盖到户，实现
了由粗放管理到精细服务的转
变。同时，还将网格员的职能拓
展，从社会治安治理功能延伸到
各项居民服务，这也成为历下社
区治理的特色之一。

记者在千佛山街道办事
处历山名郡社区调研了解到，
该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全面搭
建现代化网格治理体系的社
区样本，历山名郡社区被分为
4个大网格7个微网格，建立了
“街道网格化管理委员会—社
区网格化管理工作站—社区
网格长—社区微网格员—信
息员”五级管理体系。历山名
郡社区党委书记滕飞告诉记
者，社区微治理的框架结构
是：由居委会正式委员任社区
网格长，居民志愿者和物业员
工任网格管理员，党支部书
记、楼长、社会组织和文艺团
体负责人担任信息员，实现了
社区网格管理从面到线、从线
到点全方位、多层次的多元化
格局。

社区自建“天眼”
实现多网融合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济南
市的社区分为三种，一种是开
放式小区，引入物业管理的同
时完善了网格化管理。另一种
是单位宿舍，管理相对规范。
还有一种是商业开发小区，这
种小区的特点在于有成熟的
物业管理，通过物业和网格化
管理，实现无死角无缝隙全覆
盖。为了做好网格管理和雪亮
工程，各街道办事处都以自建
的形式，建立起全方位的系统
服务平台，和历下区、济南市
各平台相对接。

在甸柳街道办事处社会
服务管理指挥中心，由街道投
入200万元建成的综合服务指
挥系统，发挥了“天眼”作用，
这套集合了社区基础信息管
理平台、社区管理与控制平
台、三维地理信息虚拟现实系
统三大功能合一的社会服务
管理指挥平台，将辖区公用设
施、道路交通、市容环境、房屋
土地、施工管理、突发事件等
情况，以及辖区楼宇入住情况
全部纳入平台管理，通过功能
联动实现社会管理的数据共
享、科技创新、信息化服务的
管理效果。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套指
挥系统对辖区内的200余处探
头全部实现了连通，对主要路

段、重点场所实施全路段监
控，对辖区内低洼易涝地带、
校园周边、人员密集场所等形
成了实时应急处置覆盖网络，
确保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
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

依托“雪亮工程”，各街道
把社区公共服务事项也纳入
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历下区
不断织就社会治理、服务民生
的大网格，探索建立社区网格
与公安、信访、民政、人社、城管
等部门间的联动协作机制，实现
了“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
手机上的“小区”网格员，在社区
基本实现全域覆盖。记者了解
到，这套系统对街道网格实现无
缝覆盖，全力破解开放式小区管
理难题依托系统管理，辖区老旧
开放式小区“脏、乱、差”的面貌
得到彻底改善。

同样，历下区建新街道建
立“和平益+”网格治理模式，
自主研发了“益事通”手机
APP服务系统，安装在每一位
网格长的手机上，把辖区居民
信息、网格信息、办事流程、服务
进度等全部录入系统，网格员可
以在居民家中现场服务并及时
将服务进度上传，社区工作人员
也能即时了解服务情况。

“多网融合”，对社会治理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历下
老城区大多是开放式小区，由
于建成时间较早，功能配套相
对落后，车辆管理混杂、排水
设施易堵易坏、公共环境卫生

脏乱差成为这些小区的顽疾，
这也成为创文明城难攻克的
难关。正是通过各街道社区的网
格化介入，对小区内停车、楼道
广告、环境卫生进行专业“物业
化”管理。大多开放式小区内增
设监控、门禁等安全防护设施，
规范车辆进出和停放，实行24小
时安全监管，有效防止车辆乱停
乱放、出入人员混杂、楼道广告
回潮等多项顽疾。

“多网融合”的网格管理
模式，在济南城市治理中的作
用日益突出。在创文明城、拆
违拆临、环保迎查、重大节点
社会秩序保障等工作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极大地加快了信
息数据的完善进程，为辖区居
民提供“覆盖到户”的服务。

网格化管理
让服务全面提升

“推进社区网格化服务管
理，是加强基层管理、完善公共
服务、建设和谐社区的需要，也
是社区管理模式的重要转型。”
历下区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历下区科学区分制定了老城
区、商业区、封闭式小区、开放式
小区和东部新区五种类型片区
的社区网格划分方法，实现了网
格划分全覆盖。将以往多人共同
管理的区域细化为个人负责的
责任网格，把相对分散、孤立的
综治、就业、优抚救助、医疗、教
育、社会治安等个体信息进行综
合汇总、梳理分析，使基层组织
可以动态掌握、全面了解到每户
乃至每个居民个体的实际情况。

从运行实际效果来看，基
层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辖
区街道办事处利用视频监控
指挥平台收集诉求信息，下达
办理指令、反馈处结意见，提
高了社会管理服务的扁平化
水平。对群众反映的基础设施
损坏、社区停车困难、民生问
题办理等问题，利用视频监控
实时图像传输功能，迅速予以
确认并处理，提高了社会管理
效率。居民社区利用视频监控
系统加强治安防范，治安打防
管控效能明显提升，2017年以
来，辖区刑事立案就同比下降
12 . 4%。

多网融合变以往的被动
式、人工化管理为现在的主动
式、自动化防控，让城市公共
服务效能明显提升。

网格化管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历下区以推
进综治中心建设为先导，全面实施“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网格划
分、责任到人”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全面提升省会中心城区综合
服务管理水平，在首善之区建立起“多网融合”的历下样本。

网格员们细心周到，为本社区的治安和环境做出了贡献。（资料片）

网格员随时随地都发挥着“社区眼睛”的作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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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法院建立 5 0 0平方
米历下区诉调对接中心，设
立 调 解 室 7 个 ，速 裁 法 庭 3
个；配备速裁法官 2名，法官
助理 8名，常驻人民调解员 5
名。与历下区人民调解委员
会、济南电视台“有话好好
说”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
济南市医患调解委员会、济
南市保险业协会、济南市金
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泉城
公证处等 6家单位签订了合
作协议，积极吸纳人民调解
组织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
组织入驻，把多种调解资源
汇聚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来。

同时，结合矛盾纠纷化
解和综治网格化管理工作机
制，在部分街道试点开展建
立 多 元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工 作
站，在社区成立矛盾纠纷调
解室，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通过一段时间的运
行，历下区逐步实现了诉调
对接工作纠纷化解多元化、
对接程序规范化、流程管理
精细化、调解队伍专业化，
形 成 了 人 民 调 解 、专 业 调
解、行业调解和司法调解的
纠纷诉前化解的多元格局。

诉前调解与诉讼判决具
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调解
与诉讼相比优势明显。调解
方便快捷，缩短时间；调解
经济实惠，减少费用；调解
自主选择调解员，更有利于
体现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更
重要的是，有了矛盾纠纷，
通过调解组织、专业协会做
工作，握手言和，达成共识，
避免了对簿公堂的尴尬，更
加人性化，真正把“人民调
解、司法确认”落到了实处，
做到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诉调中心启动以来，案件分
流作用明显，同时满足了当
事人的多元化司法需求，实
现 了 矛 盾 纠 纷 化 解 各 方 满
意、社会满意、群众满意的
良好社会效果。

多多元元调调诉诉

平平息息矛矛盾盾在在基基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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