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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构构建建共共建建共共治治共共享享的的基基层层治治理理新新格格局局，，看看城城市市基基层层党党建建引引领领基基层层社社会会治治理理的的““济济宁宁路路径径””

发发挥挥城城市市基基层层党党建建““轴轴心心””作作用用，，打打通通服服务务群群众众““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特刊 T03

“每周夜话”解难题，干群之间有了“连心桥”

2020年是济宁市“重点工作攻坚年”。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抓牢
基层基础，是党建“双基”攻坚行动的主题。在城市领域，以“红色引领”凝聚
城市基层党建合力，不断增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能力，发挥基层党建

“轴心”作用，擦亮“党员在身边、服务零距离”品牌，持续抓好“红帆驿站”“红
色物业”等工作，推进“红心公益”“红色代办”工作，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升。

“小区党支部成立后，小区的党员在

家门口有了组织，调解邻里矛盾纠纷更

方便，服务百姓更贴心，居民对小区的治

理和建设更加有信心！”6月24日，任城区

古槐街道铁塔寺社区铁塔寺小区党支部

书记李建忠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感慨道。

围绕落实强化党建统领推进“双基”

工作三年行动计划，济宁市全面铺开居

民小区党支部建设，在全市3300多个小

区中建立小区党支部，延伸党组织工作

触角，构建起小区党支部领导下，物业服

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网格员、楼栋长等

共同参与、积极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居

民小区治理体系。

道路、楼梯干净卫生，车辆停靠整齐

有序，宣传橱窗内挂着自管委员会、小板

凳宣讲队、扈师傅维修队等志愿队伍相

关负责人信息……如今的济阳街道财工

街社区新兴小区院内，一番群众自治的

和谐景象。这一切离不开新兴小区党支

部的引领。

新兴小区党支部下辖新兴小区西

区，机床厂宿舍，桑园街、协议街平房片

区。在新兴小区党支部筹建之初，党员居

民一致推选小区有热情、有公心、有威望

的退休党员张凤元担任支部书记。街道、

社区通过考察并经过正式选举程序任命

张凤元任支部书记，任命另外4名党员任

副书记、委员，并依托小区“红帆驿站”成

立张凤元书记工作室，作为新兴小区党

支部办公服务群众场所。

在张凤元的带领下，新兴小区陆续

组建了自管委员会、党员志愿服务小组，

还成立了义务为居民提供上门维修服务

的“扈师傅”维修队、解决邻里矛盾纠纷、

调解劝导的“红心祥和”调解室，以及解

决小区内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的

“居民说事”活动场所，不断丰富小区党

支部的服务职能，确保居民“小事不出小

区，大事不出网格”。

街道社区党组织全面摸排小区党员

底数，在做好国有企业退休党员党组织

关系转移工作的同时，建立“自管党员”

“非自管党员”名册，在居民党员户门前

悬挂“共产党员户”或“共产党员光荣”标

识牌，鼓励小区党员亮身份。对居民小区

自管正式党员3名以上的，单独成立以小

区名称命名的“小区党支部”；对规模小、

自管党员人数少的小区，按照网格划分，

设立居民小区联合党支部(网格党支

部)；对基础较为薄弱的小区，选派街道

干部、社区“两委”成员联系包保。同时，

优先选拔具备业主身份、有工作热情、有

公心、有能力、愿意服务社区的党员担任

小区党支部书记；无合适人选的，由包保

该小区的街道党员干部、社区党组织委

员兼任居民小区党支部书记。

通过摸排党员底数、合理设置小区

党支部，党组织链条从社区延伸到小区，

构建起“街道党工委——— 社区党委———

居民小区党支部(网格党支部)——— 楼栋

党小组——— 党员中心户”的组织架构，把

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

理优势，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奠定

坚强的组织保障。目前，济宁市26个城市

街道、248个社区已全部启动建设居民小

区党支部工作，30%以上的小区已建立

党支部，8000余名党员纳入小区党支部

管理。

在曲阜市，每月的党群集中活动日已

成为党员干部和群众“一月一聚”的约定，

这一天不仅要开展集中学习、民主决策，

更重要的是举办“拉呱说事、说事必回”座

谈会，大家畅所欲言，话题涉及基础设施

维修、绿化缺失、邻里纠纷等各类问题。

“拉呱说事、说事必回”制度是创新基

层治理的新途径。畅通说事渠道，收集社

情民意，落实群众诉求，以“说”为媒，变老

百姓的“问题清单”为政府的“行动清单”，

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百米”。

近日，曲阜市鲁城街道礼乐社区东关

大街上，路面改造实施工程正式开工。眼

看着困扰出行的老路即将翻新，居民们纷

纷竖起了大拇指。

“当时提出这个建议，就是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没想到市里这么重视，很快就

付诸行动。”作为“拉呱说事、说事必回”制

度的受益者，社区居民李凤金感触颇深。

据了解，鲁城街道于2019年开始实施

“拉呱说事、说事必回”制度，每月举行一

次座谈会，除了社区“两委”成员、党员和

居民代表参加外，还邀请联系社区的县级

领导、辖区内的“两代表一委员”、驻区单

位、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有关职能站

所负责人参加，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建议，

协同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痛点堵点

问题。

“东关大街曾经是老城区的一条主

路，由于紧邻东关商贸市场和建材市场，

车流量多，路面损坏时有发生。”李凤金在

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正反映了整个社区

群众的心声。问题提出后，引起了曲阜市

城乡规划中心、住建局、交警大队等部门

参会人员的关注。因道路挖补提升工程涉

及多个部门，按照民意诉求分理机制，工

程交由曲阜市住建局牵头处置，会同市

“创城”指挥部、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制

订改造提升方案，迅速投入施工。

“自从有了‘拉呱说事、说事必回’制

度，老问题、新矛盾都能妥善又快捷地得

到解决，咱们老百姓生活得越来越舒心

了。”不少居民表示，这一制度让大家畅所

欲言，诉求有了着落，生活更有了奔头。

“拉呱说事、说事必回”制度实施的背

后是济宁市对于城市管理等基层社会治

理难题的思考。按照“拉呱说事、协商议

事、分级办事、民主评事”四步法，面对居

民提出的意见、诉求，还有社区网格党员

上门入户发现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马上

就办，解决不了的来社区商议解决，社区

处理不了的按照民意收集分离机制上报，

并邀请市级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单位进

行集中协商和分理解决。秉着“小事马上

就办、大事按程序办”的原则，让每件事情

都有着落、有反馈、有监督。

“拉呱说事、说事必回”的工作模

式，围绕“说、议、办、回、评”，建立起问

题收集、整理、办理、反馈的闭环管理模

式，不仅延伸了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触

角，确保事事有记录、件件有回音，更拉

近了干群关系，直接提升了党组织的服

务水平。

近日，济宁市嘉祥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李伟丽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吃过晚饭
便匆匆出门。作为济宁市嘉祥城祥太阳
城小区的一名楼长，她早早来到小区活
动室，在精心布置完“每周夜话”会场
后，到包保的A8楼挨家挨户通知居民到
小区活动室参加晚8点的楼长“每周夜

话”活动，吉祥社区第一书记李永国和
小区区长梁春立也提前来到了小区活
动中心。

晚上8点整，活动正式开始，各位居民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对本小区和
物业的意见建议。他们认真做好谈话记
录，同时登记问题台账，在耐心倾听中了

解民声，在零距离接触中体察民情。“多亏
了李伟丽楼长帮助俺小区安装了电子门
禁系统，以后小区安全多了。”小区居民张
根书高兴地说。“大家有什么困难可以提
出来，我们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融洽，整个“每周夜
话”活动持续了2个多小时，开启了干群沟

近日，在任城区观音阁街道

东南华城小区的东发社区红帆

驿站里，不少家住附近的居民就

来到这里咨询或办理不动产登

记的相关情况。住建部门通过在

社区内设点办公，让之前需要居

民跑腿的工作直接在家门口就

可以完成。办公地点从不动产登

记中心到街道，再到现在的“进

社区”服务，拉近的不仅是居民

跑腿的距离，更多是政府服务部

门与市民之间心与心的距离。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减少群众来往次数与时间，为群

众领取与补开材料进行帮办代

办，同时减少群众聚集，真正做

到一次办好。自5月20日起，依托

东发社区红帆驿站，观音阁街道

设置了帮办审查点，由任城区住

建局5名同志为小区居民进行材

料审核，让群众不出小区就可以

完成回迁房不动产登记各项材

料的审核与遗失材料补办。

“仅东南华城片区就有2万
余人‘出棚进楼’，涉及3000多户

居民。”观音阁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街道前期紧抓大规模棚改

机遇，以东南华城等重点片区为

牵动，大力实施开发建设。但是

截至2020年上半年，东南华城居

民都还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证

明，为解决群众办证需求，街道

积极对接区住建局、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开发公司等多个部门，

联合东五里营四个社区负责人

开展座谈交流，针对群众办证快

捷、高效服务制定了帮办代办方

案。

“距离回迁上房时间较长，

许多群众不慎遗失拆迁协议、交

款单、领款单等办证必要材料。

如果群众想补办这些材料，又不

了解办证的完整流程，必然导致

多跑腿。”区住建局工作人员马

洪亮说。

“帮办代办进社区后，工作

人员提前审核、统一补办，材料

齐全后，再通知群众领取。大家

携带齐全材料和个人相关证件

到观音阁街道为民服务中心不

动产登记窗口即可办理。虽然我

们之前已经把工作下放到了街

道，但是进了社区就距离市民更

近了一步。”观音阁街道为民服

务中心冯静说。

下步，观音阁街道为民服务

中心还将把便民服务由街道、社

区推向小区、网格，把大厅工作

人员、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由“专

岗专能”变成“全科全能”，依托

小区红帆驿站实现居民群众“在

家门口办所有事、找一个人办所

有事”的任务目标，为群众提供

政策咨询、业务帮办指导、特殊

人群代办服务等。

自开展“红色代办”工作以

来，目前全市14万余名在职党员

全部到联系社区报到，在一线服

务。开展“党员陪跑、红色代办”

活动，实施以来，已为群众办好

事实事1 . 3万余件，把服务做到

群众的心坎上，提升了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近年来，济宁市以获评“全

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示范市”为

契机，紧紧围绕强化基层党建引

领城市基层治理、有效服务群

众、促进城市发展，实施城市基

层党建红色引领行动，不断丰富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

理的“济宁路径”实践，推动各类

资源力量下沉到基层治理的最

前沿，用到服务群众的关键处，

提高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精细

化水平、城市品质和宜居度，居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不断提升。

小区建立党支部，社区治理“活水来”

“拉呱说事”听民意，居民诉求件件有着落

“红色代办”进社区，为民服务嵌入社区治理

曲阜市开展拉呱说事，化解生活难点、堵点。

通新模式，在干部与群众之间架
起了“连心桥”。

楼长“每周夜话”活动是根
据“一核五化双报到”工作要求，
有效解决了白天“群众忙干活，
干部忙上班”这种干部与群众见
面难的现象。在这里，干部与群
众促膝谈心，共谋发展前景，共
话家事国事。

今年4月初，嘉祥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按照县委组织部
关于“双报到”工作要求，针对

包保的城祥太阳城小区818户
居民，研究确定了1名区长和
18名楼长，积极贯彻落实全县
城市基层党建“一核五化双报
到”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迅速
开展入户走访，对所包保居民
信息进一步摸排核实，建立健
全了城市居民数据库，切实做
深做实“一核五化双报到”工
作，将为民服务精神嵌入社区
治理。

吉祥社区党委书记李洪波

说：“今年，我们将在城祥太阳城
小区建设好、使用好红帆驿站，
把居民议事、志愿服务、主题党
日、疫情防控等活动纳入红帆驿
站日常工作，实现党员在身边，
服务零距离。”

在济宁市，通过楼长每周夜
话机制，组织‘双报到’单位定期
搜集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及时
解决社区具体问题和民意诉求，
着力解百姓难题、夯实社区治理
根基。

新兴小区党支部党建文化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慧

新兴小区正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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