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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高勇男

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奋
斗则是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
从2017年理想出发到2018年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城阳区惜福
镇街道“惜福·家”品牌建设走过了
深化养成的奋斗一年。“社区是基
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
才能稳固”，而高耸入云的大厦仅
靠独木一根难以支撑，社区治理作
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要想提
升其稳定性和承载力，必须筑牢
“四梁八柱”，这是“惜福·家”品牌
建设的核心要义之所在。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

人，人民是阅卷人。
31个社区9万居民，住进同一

个“家”。2018年以来，惜福镇街道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细落
小落实落地“阳光城阳”建设，结合
街道实际，以创建“阳光社区”为目
标，以着力夯实基层政权、创新群
众自治、加强社区治理，扎实推动
新时代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
事业创新发展为方向，围绕社区
“当家人”队伍建设“1”个核心，实
施“亮家底”“正家风”“保家安”等
“10”项举措，积极构建党建统领、
群众自治、三社联动、精神支撑“四
梁”，鼎立基层政权引领体系、由民
做主共建体系、社区经济增效体
系、文明新风培育体系、文化生活
惠民体系、社区安全共治体系、生
活保障服务体系、人居环境共享体
系“八柱”，全面深化养成惜福·家
“1+10+31”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体
系。

构建“四梁”，凝心聚力
社区治理贵在长效、安在制度、

成在文明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
社区。”城乡社区是居民群众安居
乐业的家园，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
元，“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2018年以
来，惜福镇街道坚持以政府治理为
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改革创新
为动力，构建“四梁”、凝心聚力，深
入实施具有惜福特色、体现惜福智
慧的惜福·家“1+10+31”城乡基
层社区治理体系。
党建统领，即在党建统领下加

强整体治理、综合推进，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整体治理理念；
群众自治，即不断提高社区民主自
治程度，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
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三社联动，
即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
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助力，提

升联动能力、发挥联动效用、形成
长效机制、释放基层动能；精神支
撑，即以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提供精神
动力、文化环境和智力支撑。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通过顶

层设计、系统推进，一年多来惜福
镇街道用“家”的理念探索社会治
理新模式，让31个社区的党员干部
和老百姓融为一家人，不断推进社
区治理精细化、高效化，“1+10+
31”的城乡基层社区治理新路径越
走越深入，越走越踏实。

鼎立“八柱”，协调推进
切实解决好老百姓关心的难点、

痛点、堵点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
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一年多来，
惜福镇街道把人力、财力、物力更
多投到基层，鼎立“八柱”、协调推
进，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
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努力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
决好老百姓关心的难点、痛点、堵
点，推动阳光理念深入人心、阳光
举措形成自觉、阳光生活共建共
享，真正让阳光洒遍惜福大地、照
亮千家万户。

基层政权引领体系：当家人，
立家规，打造城乡社区治理领军人
才队伍
在打造“惜福·家”品牌过程

中，街道聚焦社区“当家人”队伍建
设，以抓换届、促优化，抓培训、促
提升，抓担当、促作为，抓监督、促
规范的“四抓四促”夯实基层组织
基础，在全区率先高质量完成阳光
换届，将112个基层党组织聚力形
成24个社区大党委，社区发展动力
倍增，社区两委成员真正成为建设
“阳光城阳”、打造“惜福·家”品牌
的重要核心。
同时，制定家规明规矩，刚柔

并济成方圆。2018年以来，先后召
开7次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规
范18项权力、156项服务清单和25
件制度性文件，强化社区“当家人”
队伍廉洁自律意识、底线意识，并
要求社区两委带头亮身份、传家
训、立家规，接受社区居民监督、学
习，完善社区居规民约和行为准
则。

由民做主共建体系：拉家常，
议家事，探索基层社区“善”治路径
“婶子，最近家里怎么样，有没
有什么困难？”惜福镇街道王家村
社区党员王元春来到社区居民孙
珍芳家中，跟孙珍芳聊起来家常，
像这样的探望每个星期至少一回。
2018年以来，街道各社区全面实
施党员干部定期走访制度，党员干
部“聚村头、进地头、坐炕头、记心
头”，串千家门、访千家情，在社区
和群众之间架起“阳光连心桥”，开
通“民意直通车”。
同时，家务事交由大家评、大

家议，建立民主议事制度、民主决
策制度、跟踪落实制度三项制度，
确保听计于民、问需于民、解忧于

民，确保实现社区事务“四会两公
开一监督”，确保“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着落”。

社区经济增效体系：亮家底，理
家财，提质增效社区集体经济
“社区的资产状况跟每个人都有
关系，以前大家就是想了解也没有
渠道，现在好了，每个月来公示栏
看看一清二楚，不明白的随时问。”
院后社区今年65岁的江先生告诉
记者。2018年以来，街道以“群众都
知道”为标准，积极开展“一听一看三
公开”亮家底活动，让社区事务“阳光
透明”成为新常态，让群众心底亮堂
起来。同时，街道以“三帮”闯“三关”，
帮“造血”、闯“思想关”，帮“输血”、闯
“资金关”，帮“规范”、闯“安全关”，
发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26个“一
村一策”项目顺利实施。

文明新风培育体系：正家风，
用心谱写“三部曲”，奏响家风建设
主旋律
“我们这里家家户户挂国旗、
传家训，将家风家训凝练成简短的
对联挂在家门口，优良家风传承不
断，崇德向善蔚然成风”。在青峰社
区，家风家训风貌甚至已成为了
“景观”。2018年以来，街道用心谱
写“三步曲”，挖掘惜福文化、奠定
“爱家爱国”主基调，推选惜福榜
样、形成“凡人善举”大合唱，推进
文明实践、奏响文明乡风最强音。
这期间，率先建立“青岛市第

一家街道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第一家社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第一家高校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首创“7+N+X”工作思路“十星
级文明实践站创建体系”“惜福镇街
道阳光家庭正负面言行清单”，引
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在全区走
在前列，成为思想文化主阵地。

文化生活惠民体系：合家欢，
抓好“四大版块”，共沐“阳光生活”

2018年以来，街道抓好阵地
建设，打造“阳光之家”。30处文化
活动中心设施齐全，免费开放，构
建社区居民“10分钟文化圈”；抓好
文体活动，献上“阳光大餐”。组织
开展综艺演出、儿童话剧、公益电
影放映等文化活动220余场，举办
登山大会、广场舞大赛、篮球赛等
文体赛事40余场；抓好艺术创作，
“家歌”、快板、舞蹈、合唱，实现以
曲抒情、以文化人、以德润心，描绘
“阳光面貌”；抓好旅游开发，乐享
“阳光生活”。2018“惜福·家”旅游
推介会成功举办，国家 3A级景区
毛公山正式揭牌，“一线、两点、三
园、四大历史人文景点、五大节庆、
八大板块”的旅游架构初步形成。

社区安全共治体系：保家安，
做好“五个全面”，确保社区长治久
安
2018年以来，街道全面实施

综治网格化管理。全街道设置社区
网格32个、特殊网格77个，小网格
1632个，网格员1632人，推进了社
区治理精细化；全面增强社会面管
控能力。健全群防群治队伍，加强
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有效化解各类
矛盾320起；全面探索社区柔性治
理新模式。在院后、后金、王家村等
社区创新实施了“综治网格化电子
平台”“新居民星级文明户”“租房
保证金”等管理措施，房屋出租和
流动人口情况有效掌控；全面保持

安全生产平稳态势。营造了全社会
关注和参与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全面高站位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行动。广泛宣传发动，深入摸排线
索，加大惩治力度，全民携手保家
安，努力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生活保障服务体系：帮家人，
“六帮”抓手扶危济困，让“阳光”温
暖千家万户
民生暖民心，民心牵党心。

2018年以来，街道以“六帮”为抓
手加大扶危济困力度，让“阳光”温
暖千家万户。帮困难群体。年内街
道发放各类帮扶资金200余万元，
走访贫困及残疾人家庭 450户，7
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有效
发挥作用，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发
放高龄补贴78万元；帮薄弱社区。
总投资160余万元，精准帮扶棉花
等 4个经济薄弱社区实现产业增
收，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帮
卫生服务。领取社保和居民养老保
险 待 遇 人 员 认 证 率 分 别 达 到
99 . 5%、99 . 2%。建设29家社区集
体卫生室，居民在社区就能享受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悠进电装有限公
司获评国家级流动人口健康促进
示范企业；帮劳动就业。积极宣传
推送就业创业帮扶政策，直接受益
群体3000余人；帮企业服务。积极
开展“阳光双百”服务，规上和拟新
纳统企业走访率达60%，政策范围
内问题办结率达100%，优化了企
业发展环境；帮文明互助。志愿服
务之花遍地盛开，“邻里和睦、亲如一
家”的和谐氛围处处洋溢。

人居环境共享体系：美家园，美
丽乡村生态宜居惜福·家
2018年以来，街道围绕“山河违

集城”五大重点，提升家园面貌。守青
山。全面压实护林防火责任制，各社
区出动1000余人次，成功实现护林
防火工作连续5年“零火情”；护绿
水。严格落实河长制，发动沿河28个
社区投入机械 200余台次、人力
1300余人次，彻底清除黑臭水体，建
立起管河护河的长效机制；拆违建。
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巡查举报制
度，拆除违建1 . 5万平米，“家园”面
貌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治大集。疏堵
结合完成惜福镇大集、东葛大集整治
工作，交通安全隐患得以消除；“绣”
新城。上半年投资500余万元，城乡
环卫一体化、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
投资1600余万元，实施了主要路域
门头改造、路沿石安装、裸露土地绿
化等6大工程，城市环境品质显著提
升。
每一段征程都有不同的风景，也

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新时代奋斗的号角已经吹响，加

快建设生态宜居、品质活力的胶州湾
北岸中心区建设的新征程也已然开
启。“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
无不胜”。惜福镇街道“惜福·家”，正
团结带领31个社区、9万余名惜福家
人，以基层社区治理改革创新的星星
之火，为形成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创
新发展的燎原之势贡献惜福力量，为
城阳区率先走在前列再创辉煌汇聚
阳光力量。
“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接着一件办。
美丽惜福、幸福惜福，就是现在，更在
远方。

美丽惜福·家，阳光下的惜福答卷
2018年惜福镇街道深化“惜福·家”品牌养成，全面筑牢社区治理“四梁八柱”

聚力形成24个社区大党委，社区发展动力倍增。

听计于民、问需于民、解忧于民，家务事交由大家评、大家议。 优良家风传承不断，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全民携手保家安，努力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邻里和睦、亲如一家，志愿服务之花遍地盛开。

城市环境品质显著提升，美丽乡村生态宜居惜福·家。

让社区事务“阳光透明”成为新常态，让群众心底亮堂起来。 以曲抒情、以文化人、以德润心，描绘“阳光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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