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力服务区域化
赫山区会龙山街道龙山港社区内破产企

业多、下岗人员多，以前基础设施破败落后，社
情民意较为复杂。今年以来，社区借助“基层
吹哨、部门报到”，旧貌换新颜。

“哨响人到”，立竿见影。区住建局对辖区
滨溪巷和长丰路进行提质改造，并对原氮肥厂
家属区 2 栋工棚、1 栋跑马楼进行立面改造。
市自来水公司为原氮肥厂 385 户居民解决主
水管增压增容问题，全部无偿更换新水表箱。
电力部门和电信公司对社区主次干道的空中

网线加大整改力度。市城投公司为社区新装5
处公告张贴栏、50个灭火器，新设13处分类垃
圾投放点，消除原氮肥厂两处围墙安全隐患。

“现在我们感到有困难时不仅有街道和社
区帮，还有相关部门单位主动一起帮，这个真
管用！”原益阳市氮肥厂工会主席游卫平的一
席话，道出了群众的心声。

益阳市强化区域化理念，以街道大工委联席
会议、社区兼职委员联席会议制度来网聚资源、
互联互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真正构建起共
驻共建共治共享的区域化城市基层党建格局。

“基层吹哨、部门报到”工作中，以背街小巷、弃管
小区、老旧小区、城中村等突出问题为重点，解决
老大难问题。同时压实责任，整合资源，有效对
接，确保吹哨更精准、更畅通、更有效。

目前，益阳市中心城区8个街道和68个社
区均已全部建立大工委联席会议制度和兼职
委员联席会议制度，并已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
议社区治理和发展事宜，驻区单位认领街道社
区和居民需求共计 628 项，真正实现互联互

动，联合作战，确保基层一线有权办事、有人办
事、有能力办事。

党员干部冲在前
8 月 22 日上午，益阳市委书记瞿海现场

调研中心城区“基层吹哨、部门报到”工作开展
情况，先后走访了赫山区团洲市场、旭华市场、
辉煌广场、金桃苑路，资阳区汽车北站，益阳高
新区七一五社区、汽车南站等重要节点，并主
持召开工作座谈会。瞿海要求，要深刻认识党
建引领“基层吹哨、部门报到”工作的重要意
义，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形成上下联动、部
门联动、区域联动的工作态势，加强基层治理
和难点问题解决，推动社区和城市净化序化亮
化绿化美化。

此前，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值恒走进赫山
区金银山街道西流湾社区，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详细了解社区公共配套设施情况，并与街
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座谈，就如何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听取大家意见。该社区木兰巷有一处改

制企业家属院，巷子深处和院内没有路灯，居
民晚上进出很不方便，且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老
年人。张值恒郑重地认领了居民的这一“微心
愿”，很快帮他们解决了路灯照明问题。

为了使“基层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扎实落
地，益阳市坚持高位推动，党员带头。市主要
领导、部门主要负责人深入一线履职。结合市
委“接地气、去官气、传正气、转作风、惠民利”
主题活动，号召党员深入街道社区、居民家中
开展志愿服务，利用自己的专长和特点，着力
为群众“办小事、解小忧、帮小忙、治小乱、惠小
利”。文明宣讲、困难帮扶、公益课堂、调解纠
纷、点亮“微心愿”……党员志愿服务解了群众
难、暖了群众心。目前，34名市领导带领92个
市直单位3000余名党员干部到社区报到，解
决实际问题9800多个。

益阳市赫山区银东社区针对惠民小区北
门环岛卫生条件差、交通状况乱的问题吹响了

“综合治理哨”，驻区单位应哨而来，党员抢先
领任务，很快完成了重新规划道路、硬化路面、
治理违规占道经营等工作。

“基层吹哨、部门报到”，让党员干部活跃
在基层一线，当好党的政策“宣传员”、服务群
众“勤务兵”。群众可以随时随地找到党的组
织和党员，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及时
有效地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带
动群众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吹哨报到”常态化
长春经开区白马山社区属于城市和农村

的过渡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差，占道经营的摊
贩、乱停乱靠的车辆、淤堵恶臭的巷道沟渠让
社区居民很烦心。

9月初，白马山社区组织再次召开了兼职
委员会，驻区各单位根据职能认领任务：城管
部门对占道摊贩进行劝导整治，交警部门为该
社区划分 20 余个停车位，水务部门负责沟渠
疏浚。驻区单位干部和辖区党员还纷纷走到
交通路口，配合交警开展文明劝导。社区居民
看在眼里，赞誉有加。

为确保“基层吹哨、部门报到”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着落，益阳市建立了完善的考核督
办机制，实行一哨一评。并出台了配套管理办
法，如驻区单位将党员志愿服务情况作为十二
分制积分管理、民主评议党员的重要内容，进
一步激发了党员积极性和参与度。同时，社区
群众对街道、部门单位的问题办结情况进行考
核评价，将其纳入基层党建“一岗双责”考核和
市直、区县（市）直单位全员绩效考核指标，权
重占50%。

益阳开展“基层吹哨、部门报到”工作，实
现了市直部门、街道社区、社区群众之间有效
对接，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聚力办
好群众家门口的事，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3131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版式编辑版式编辑 喻喻 芳芳

13

刘奕芸 杨玉菡

大调解网络密布城乡，“千里眼”“顺风耳”
时刻守望，网格员就在群众身边……益阳学习

“枫桥经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维护安全稳
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要探索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
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
的社会共治‘同心圆’，充分调动一切社会主体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注重发挥群众自治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构建群
众‘自治圈’。”益阳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黄道安如是说。

织牢大调解网络，
多元化解千千结

8月14日，赫山区欧江岔司法所组织综治
专干、人民调解员和双方当事人坐在一起，调
解多年前因邻里间房屋损害引发的纠纷。调
解员了解情况后，现场查看发现损毁房屋并不
严重，一方面宣讲法律，希望李某能够正视赔
偿义务，一方面晓之以理，请吴某念及多年邻
居感情，在赔偿金额上作出让步。经协商，双
方达成一致意见，握手言和。

在益阳，像这样及时有效调解矛盾纠纷的
事例不胜枚举。该市不断完善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同时广聚社会力量，
构建大调解网络，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全
市共建立婚姻家庭纠纷调委会、企业调委会、
劳动仲裁调委会、消费者协会调委会、新闻媒
体调委会等各类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1783个，调解员达7988人。

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就地化解矛盾。
益阳市率先在省内建立集村务、政务、社

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村民服
务中心，将村综治中心纳入村级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不仅做到了“四有”(有机构、有场地、有
人员、有保障)，还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市、县、
乡、村四级综治中心全覆盖。村民服务中心与

“益村”平台整合，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化解矛盾
纠纷。赫山区设立了227个心理咨询室、1378
个网格社会心理服务点，通过全方位、全覆盖
的心理服务，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至今，全
市已设立乡镇（街道）调委会96个，村（社区）
综 治 中 心 调 委 会 1739 个 ，覆 盖 率 均 达 到
100%。

诉前调解使矛盾纠纷早化解。
在益阳市委政法委部署下，益阳市县两级

法院在全省率先成立商事纠纷诉前调解中心，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同时缓解了“案多人少”矛
盾。益阳市中院建立了由调解员、律师以及村
组、社区干部和当事人参加的诉前调解联系制
度，并将医患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五个行业
性调解组织引进法院挂牌办公，还充分利用信
访工作联席会议，构建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
市、县两级法院诉前调解委员会共受理案件
1608件，调解成功1060件。

多位一体化解医疗、交通纠纷。
益阳市探索完善集调处、鉴定、赔偿、法律

服务于一体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搭
起了医患沟通的桥梁，促进了医患关系和谐。
益阳市“四位一体”医疗纠纷调处工作被评为
首届益阳市十大法治事件、十佳人民调解委员
会。

全市交警部门推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保险理赔、法庭审理、快赔快处“五位一体”的
交通事故联调联处工作机制，将道路交通事故
处理由“交警独唱”变“部门合唱”，为全国首
创，联调联处工作经验被中央政法委推介。

联手媒体成立调解委员会。
在益阳市委政法委的主导下，市司法局与

益阳电视台联手推出“和为贵”栏目，成立了
“和为贵”人民调解委员会，自2010年以来，共
播出节目 2700 期，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2510起。由27名律师、5名法院离退休专家、
108名司法助理员、40名法律服务工作者构成
的“和事佬”人民调解团队，当选为湖南省最具
影响力法治人物，调委会被省司法厅评为“湖
南省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此外，市委政法
委还在“新湖南”、《益阳日报》开设“晓一说法”
专栏，通过现身说法、以案说法开展针对性的
法治教育，提高群众懂法、守法意识，减少矛盾
纠纷发生。

律师参与调处矛盾纠纷。
益阳市在省内率先推动律师进入涉法涉

诉联合接访中心、市直政法单位信访接待室值
班，引导信访当事人走法律程序解决诉求，帮
助其维护合法权益。定期组织“农村法律顾
问”下村开展法律服务活动，参与婚姻家庭、土
地流转、征地拆迁等方面的矛盾纠纷调处，为
群众提供法律建议。

今年以来，全市共调解矛盾纠纷28400余
起，其中医疗纠纷219起，交通事故纠纷2752
起，调解成功率99%。

网格化服务管理，
千斤担子众人挑

12月19日，笔者走进安化县小淹镇老安
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新农村图景：屋舍整洁，
花木葱茏，道路通畅，沟渠洁净……

“村中有网、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负其

责”，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模式，使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

老安村有 20 个村民小组，按照片区划分
为7个网格，每个网格由村民推选出8至10名
网格员，再从网格员中推选出 1 名网格长，村
支两委成员分别担任各个网格的指导员。每
个网格均建立了“网格长+村干部+党员(村民
代表)+农户”的党群联系服务微信群，驻村工
作队、乡贤也参与其中，并利用微积分管理调
动党员积极性。在网格微信群里，村级公共事
务和公益事业，村民当家作主，村民的诉求可
以直达。

老安村还成立了一支 450 多人的志愿者
队伍，由村支两委干部、党员骨干、热心群众和
在外工作创业的老安籍乡友自发组成，开展关
爱留守儿童、情系空巢老人、帮扶困难群众、整
治人居环境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益阳市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
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党建引领
下激发基层群众自治活力，共建共享和谐美好
家园。目前，此举正在全市城乡推开。

在赫山区会龙山街道红星社区，辖区内划
分的7个网格与社区综治中心一体运行，并建
立7个平安家庭生活群，负责网格化服务管理
相关工作。每个网格配置了一名网格长，并有

“两长四员”，即党小组长、楼栋长和网格员、卫
生委员、治安委员、文体委员。网格服务人员
照片上墙、电话公开、随时履职。他们上门收
集整理居民的基本信息，第一时间倾听群众心
声，努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网格成为综治中心的基本单元,使综治中
心的服务管理资源进一步向网格、楼栋和家庭
等延伸，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度和精准
度。2019 年，红星社区网格内仅排查化解群

众矛盾纠纷就达16起。

科技支撑显威力，
立体防控护安宁

10月29日，在益阳举办的第三届绿色农
业数字乡村互联网大会上人们看到，利用5G
技术的无人机应急通道高空基站、人脸抓拍识
别系统等科技手段，已在益阳平安乡村建设中
发挥作用。

作为益阳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子项目之
一，雪亮工程助力平安益阳建设功不可没。

今年3月,益阳市委政法委与益阳移动公
司合作,在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清溪村采取

“政府补贴、群众自建、联网共享”的形式，通
过雪亮工程和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让科技
设备成为乡村治理的千里眼、顺风耳，助推平
安乡镇建设。村民可通过手机民情直通车，
随时反映社情民意。综治平台通过视频巡
逻、视频调解、视频信访、视频法律咨询服务
等智能化手段，实现了治安巡逻全天候、治安
防控全覆盖、服务管理全方位，大大提升了村
级治理效能。

赫山区推行“政府搭台、公安主导、企业运
营、群众自建、联网共享”模式，与移动公司实
施“千里眼居家卫士”安防监控系统惠民工
程。在政府机关、企业、学校、街道、社区、商
铺、家庭等安装视频监控设备，接入区综治中
心、公安指挥中心、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派出所
综合指挥调度中心等信息应用平台，为用户开
通手机APP，提供视频监控服务。

“行车卫士”护卫群众财产安全。市委政
法委常务副书记蔡波才介绍，“行车卫士”作
为一项惠民工程在全市推广应用，通过 GPS
精确定位与移动基站定位技术，为电动车和
摩托车车主提供车辆定位基本服务，当用户
遇到紧急情况或车辆被盗抢时，可以通过车
载终端实时定位，协助警方及时破案和找回
车辆。市民只需提前交 200 元手机话费，便
可获得防盗防抢的安防服务。目前，全市已
安装“行车卫士”21470 台，群众反映良好，
受到社会好评。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正夯实平安益阳建设
根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构建共治“同心圆” 打造群众“自治圈”
——益阳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夯实平安建设根基纪事

杨玉菡 易 博 郑 代

益阳高新区朝阳街道梓山湖社区良茂小区
没有物业管理，部分房子和围墙年久失修。社区
向益阳市委宣传部和益阳高新区建设管理局、税
务局等驻区单位“吹哨”后，一个个小项目迅速铺
开，破旧的房屋完成了立面改造，下水道井盖和
庭院的水电表箱相继更换，周边的围墙整饰成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墙绘，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小
区变得整洁了，我们感到很舒适。”居民曹雪娥为
之点赞。

今年以来，益阳市为破解长期困扰城市发展、
城市治理的难题，在实践中探索出“基层吹哨、部
门报到”的治理新路子。“基层吹哨”是街道社区以

“吹哨”反映群众诉求、发出集结令，“部门报到”是
以“报到”引领各部门及时响应、快速精准解决群
众问题，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街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枢纽，是服务群众
的第一线。但当前基层管理运行机制不够简约
高效，权责不对等、不清晰，“看得见的管不了，管
得了的看不见”，甚至职能部门间相互推诿扯皮，
群众满意度不高。

“党建引领‘基层吹哨、部门报到’工作，就是
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重心下沉、力
量下移、资源下倾，解决直接事关群众生产生活
的细微问题，加强基层治理和难点问题解决，真
正服务基层，造福群众。”益阳市委书记瞿海一席
话，饱含了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浓浓暖意。

让市民更有获得感
——益阳“基层吹哨、部门报到”成为城市基层党建新常态

桃江县退休干部张彩云，组织大栗港镇卢家村8名乡贤成立了彩姐调解工作
室。图为今年5月29日，张彩云（左前一）等人调解一起因家庭矛盾引发的安葬类
纠纷。 卢静 摄

在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街道惠民小区，过去脏乱的道路经市住建局整修
后焕然一新。市民政局将其新命名为丰茂路。

益阳市公安局为资阳区金花湖社区和益
家园设置不锈钢晾衣架，为民富巷部分路段
修补围墙。

益阳市城投公司回应群众呼声，为赫山区会
龙山街道龙山港社区原氮肥厂家属区两处围墙消
除安全隐患，进行重建并加装护栏200余米。

（本文照片由益阳市委组织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