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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天元区大力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纪实

打造为民服务“天元样本”

天元区大力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工作，为居民群众提供暖心的服务。图为在“重阳送福 温情金婚”欢乐庆典
活动上，社区工作人员、社工、志愿者等与现场九对金婚老人共同见证幸福时刻。 （天元区民政局供图）

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陈 勇 夏金文

今年 11 月 23 日至 26 日，省民政
厅在株洲市天元区举行全省城乡社会
工作者专题培训班，来自14个市州的
160余名城乡社区书记（主任）等，在该
区小湖塘、新塘、湘湾等社区实地观
摩、现场取经，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带
来 的 便 民 利 民 实 效 让 大 家 纷 纷 点
赞。

天元区以创建国家实验区为契
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在距离群众最
近的地方创新治理模式，优化服务供
给，打造为民服务“天元样本”。

高位谋划，整体推进
兴起创建工作热潮

天元区地处湘江株洲段西岸，面
积328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建区时
间不长，天元区与高新区进行了职能
归并效能整合。由于持续快速的城市
化进程、“村改居”社区居多以及人口
不断净流入等原因，传统社区治理方
式不能满足居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
要。

近年来，天元区委区政府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不断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
群众新期待。2019 年 3 月，民政部正
式批复，确认天元区以“党建领航、三
社联动”为主题，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
服务创新实验区。天元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把创建实验区工作作为改
革创新的重大机遇、解决民生问题的
重点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
径，高位谋划、整体推进，勇于担当、砥
砺奋进。

当年 5 月 28 日，天元区成立高规
格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由高新区工委
书记、天元区委书记周建光任政委，区
人民政府区长姚永告任组长，管委会
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主任、区委组织部
部长任副组长，区直有关部门为成员
单位，形成权威高效、上下贯通、左右
协同的领导体制。区里先后出台了

《天元区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
新实验区工作方案》、《关于推进“党建
领航·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
实施意见》等20余项政策文件，瞄准发

展黄金期、社会转型期、矛盾易发期
“三期叠加”的特殊区情，进行社区治
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着力打通

“堵点”、解决“难点”、消除“痛点”。
区委、区政府对创建工作建立了

年度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区级领导联
点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等制
度，以上率下，一级带着一级干，推动
各级各部门按时完成创建进度和目标
任务。24 名区级领导联点 24 个示范
社区，一对一指导和帮扶试点示范社
区开展创建工作；联席会议实行一月
一小结、一季一调度，半年一讲评，及
时总结工作进展情况，解决创建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天元区民政部门尽锐
出战，机关干部深入社区、村组，分解
目标任务、责任到人到岗，强化宣传、
检查督导，“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
初心使命在社区一线落地生根。

分管民政的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陈远瑞说：“区委、区政府在资金上对
创建工作大力倾斜，至今全区已投入2
亿余元实施社区服务用房提质改造工
程，阵地建设卓有成效。另外，以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推进公共服务提质增
效，共投入资金1060万元，开展了148
个‘三社联动’项目，精准定位居民群
众的服务需求，着力提升为民服务的
温度质感。”

党建领航，三社联动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需要
把握“火候”，精准“配菜”，科学“调
味”，天元区以党建领航为旗帜，“三社
联动”为抓手，构建惠民服务项目四步
联动机制，大力实施智能服务、公益慈
善、心关爱、志愿服务、物业管理、疫情
防控六大行动，走出了一条具有天元
区特色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之路。

走进嵩山路街道小湖塘社区庐山
恋小区,目力所及环境整洁清爽、秩序
井然有序，居民介绍善治的诀窍在于

“‘社区大党委’推行居民协商治理”，
这里由群众提项目，各方出力协商办，
先后解决了人车分流、垃圾乱倒、公物
定位摆放等问题，小区品位人见人
夸。栗雨街道湘湾社区组建“社区大
党委”后，通过走访问需、两委提议、民
主决议、分工办理、总结评价五步协
商，为西郡佳园小区修缮了围栏，设立
了门禁系统，处理了架空层乱堆乱放、
车库渗水等问题，小区面貌焕然一
新。泰山路街道徐家冲社区的“社区
大党委”搭建了“先锋驿站”“红色联
盟”等为民服务连心桥，今年以来推介
254人次本社区“4050”难就业人员在
辖区企业成功实现就业。

天元区在全区100个社区（村）采
取“1+4+N”模式，以社区党组织为主
导，联合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
社会组织党组织，组建“社区大党委”，
推进社区协商议事和“三社联动”。全
区789个网格中，以社区（村）支部书记
等为主干的网格工作人员履行党建指
导员、信息员、宣传员、调解员、引导
员、服务员、心理辅导员“七大员职
责”，采取“党员+社工+志愿者”方式，
将社区党建辐射到网格、小区，延伸到
楼栋、单元，做到全域覆盖、全科履职、

全员参与、全面提升。全区企事业单
位在职党员、党代表等进社区“双报
到”，与社区党员一起参与“三社联动”
主题活动，开展社区志愿服务，认领群
众需求清单和“微心愿”，把个人资源
优势转化为对社区的帮扶力度。

党建领航让党旗在社区、楼栋高
高飘扬，形成了力量向社区汇聚的鲜
明导向，资源实现有力整合，人心得到
广泛凝聚。现在，全区建立了居民群
众提需求，社区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开
发设计、竞争承接，社工和志愿者团队
执行实施，社区等相关方监督评估的
项目实施四步联动机制，打通了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米”。

区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狠抓社会组
织孵化培育和专业社工技能提升，对
优秀社区社会组织和考取国家专业证
书的社工给予重奖，天元区未成年人
保护与服务中心、天元区心关爱中心、
天元区智慧养老中心、天元区社会组
织孵化中心等专业机构和典型社会组
织茁壮成长，并引来长沙、株洲市一批
省级、市级龙头社会组织落户天元
区。区民政局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专项资金补助、降低注册登记门槛等
方式，引导社区大力发展社区服务类、

社会事务类、志愿服务类等六大类社
区社会组织。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全区不少社区的社会组织短期内
由几个增长到几十个，社工及志愿者
人数由十几人扩大到几百人，普遍在
社区开展了居家养老、文化科技、综治
环保、助残解困、公益慈善、心理健康
等个案、小组服务，居民多样化、个性
化服务需求愈发得到满足。

民事民办，民事民治
主体多元、项目精准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而至，

对于天元区来说，是对创建国家实验

区工作的一次大考。令人欣喜的是，

面对大考，天元区交出了优秀答卷，党

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核

心引领作用明显增强，居民参与现代

治理的理念不断强化、提供服务的积

极性大大提升，社区治理服务主体更

加多元、服务项目更加精准、方式方法

更加暖心。

战“疫”首当明敌，防控重在精

准。当时，天元区各个社区党组织闻

令而动，组成“社区工作人员+社会组
织+社工+党员志愿者+小区物业”的
联防队伍，分片负责，进行体温测量、
入户劝导、科普宣传、摸底排查、收集
信息、物资保障、心理咨询等工作。为
了全面摸排人口情况，联动机制仅用3
天时间，完成对全区 1698 个小区、
156294户住户、402809名居民的逐一
摸排填表，被誉为“天元奇迹”。流动
人口集中的无物业老旧小区泰山路街
道泰园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党员志
愿者牵头，自发组成巡逻队，自制小区
出入牌，实行人员有序进出小区，大大
降低了疫情传播风险。

截至目前，天元区培育了专业社
会组织 173 家，社区社会组织 800 余
家，志愿者队伍 187 支，发展志愿者
45000 多人，发布志愿服务活动近万
个，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40 万小时，初
步形成了“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便捷
服务，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就医、养老、
助学等问题迎刃而解，小湖塘社区

“430”课 堂 及 社 区 学 苑 、湘 湾 社 区
“135协商治理”、白鹤社区“最美红袖
章”、大湖塘社区“三长共治”等 80 余
个为民服务品牌，把暖心服务送到了
群众心坎上。

通过创建活动，天元区各个社区
（村）居民自治水平大为提高，“我的家
园我热爱”、“大家的事大家办”蔚然成
风。嵩山路街道白鹤社区居民通过民
主协商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
禁毒禁赌协会、移风易俗劝导队等群
众性自治组织，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
环境整治、文明劝导、帮贫扶困等活
动 ，被 辖 区 群 众 夸 为“ 身 边 的 活 雷
锋”。2019年，该社区被评为“湖南省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三门镇响水村
居民积极参与村集体事务，反复协商、
讨论修订村规民约，以“村民公约”治
村奔富，《响水村规民约》获评全省“十
佳村规民约”。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天元
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
话精神，干部群众正以加倍努力建设
幸福天元、美好新区，加快推进社区治
理和服务创新，一个政府治理同社会
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全社会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正呈现在富饶美丽幸福的天元
大地！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维护警务
辅助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警务辅助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的招聘
和使用、权利和义务、管理和监督等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警务辅助人员，是指根据公安工作实
际需要，面向社会招聘，为公安机关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
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

警务辅助人员分为勤务辅助人员和文职辅助人员。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警务辅助人员队伍建

设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并将所需经费列入财
政预算。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警务辅助人员的招聘、使用、管理
和监督。

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以及机
构编制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警务辅助人员相
关工作。

第二章 招聘和使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会治安状况、警力

配备情况，科学配置并严格控制警务辅助人员规模。
省级公安机关应当会同同级机构编制工作主管部门以及

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制定警务辅助人员用人额
度管理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条 警务辅助人员招聘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施。招聘方案应当报上一级公安机
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应当在
核定的警务辅助人员额度内进行。

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应当依法建立劳动关系，明确薪酬待
遇、服务期限、特殊工时制和休息休假、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
社会保险、违约责任等事项。

第七条 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应当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
的原则。

应聘警务辅助人员应当同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

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三）年满十八周岁；
（四）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工作能力和专业技

能，勤务辅助人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文职辅助人员
应当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所需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在同等条件下，根据国家和省的规定，优先招聘烈士的配

偶和子女、因公牺牲人民警察的配偶和子女、退役军人、见义勇
为人员等。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招聘为警务辅助人员：
（一）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涉嫌犯罪尚未查清的;
（二）曾被行政拘留或者有吸毒史的；
（三）参加非法组织、邪教组织或者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

活动的；
（四）因违法违纪被开除、辞退或者解聘的；

（五）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六）依照国家规定不适宜从事警务辅助人员工作的其他

情形。
第九条 招聘警务辅助人员按照发布公告、自愿报名、资

格审查、笔试、面试和体能测评、体检、考察、公示、依法建立劳
动关系等程序进行。

招聘公告应当载明招聘的职位、人数、报名条件、薪酬待
遇、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等内容。

第十条 勤务辅助人员协助公安机关执法岗位人民警察
开展执法执勤和其他勤务活动；文职辅助人员协助公安机关非
执法岗位人民警察从事行政管理、技术支持、警务保障等工作。

警务辅助人员不得从事下列工作：国内安全保卫、技术侦
察、反邪教、反恐怖等工作；办理未经批准的涉及国家秘密的事
项；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执行刑
事强制措施；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处理决定；
审核案件；保管武器、警械；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公安机关人
民警察从事的工作。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警务辅助人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履行职责必需的工作条件；
（二）依法获得工作报酬，享受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
（三）参加岗位所需业务知识、技能的培训；
（四）对所在单位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依法提出申诉和控告；
（六）依法解除劳动关系；
（七）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应当会同公安机关、财政部门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财
政状况等因素，建立符合警务辅助人员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
分级分类管理的薪酬和福利制度，并实行动态调整。

第十三条 警务辅助人员享有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
育、工伤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待遇。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为直接协助参与执法执勤以及高
危险岗位的警务辅助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定期组织警务辅助人
员参加健康检查，建立警务辅助人员健康档案。

警务辅助人员因工受伤、死亡的，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等
有关规定享受相关待遇；被依法评定为烈士的，其遗属依照《烈
士褒扬条例》等规定享受抚恤优待。

第十五条 警务辅助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
（二）服从公安机关管理和指挥；
（三）忠于职守，文明履职；
（四）廉洁奉公，不徇私情；
（五）保守国家秘密和警务工作秘密；
（六）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根据警务辅助人员特

点，建立健全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制度，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
责警务辅助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七条 警务辅助人员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具体层级设

置、评定程序和条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警务辅助人

员培训制度，加强岗前培训和年度定期培训，加强忠诚教育和
职业道德教育，强化法律知识、业务技能、纪律作风训练，提高
警务辅助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对警务辅助人员的工
作绩效、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层级升降、薪
酬待遇、延续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条 对有突出贡献的警务辅助人员，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给予奖励；警务辅助人员违反公安机关纪律要求或者
规章制度的，给予相应处理。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优秀警务辅助人员。

第二十一条 警务辅助人员履行职责时，应当按照规定持
工作证件，着制式服装，佩戴标识。

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证件，由省级公安机关统一组织制发
和管理。警务辅助人员的制式服装和标识，由省级公安机关按
照国家规定的样式统一监制，并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管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使用警务辅助人员制式
服装和标识。

第二十二条 警务辅助人员在协助开展执法执勤时，可以
配备必要的执勤及安全防护装备，不得配备武器；根据工作安
排，可以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的警用汽车和警用摩托车。

第二十三条 在协助开展执法执勤时，警务辅助人员遇有
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当事
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权提出回避申请。

警务辅助人员的回避，由所在的公安机关部门负责人或者
公安派出所负责人决定。

第二十四条 警务辅助人员履行职责接受社会监督。对警
务辅助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公安机关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控告。

受理检举、控告的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
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

第二十五条 警务辅助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
解除劳动关系：

（一）试用期考核不合格的；
（二）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

胜任工作的；
（三）严重违反警务辅助人员管理规章制度的；
（四）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
（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警务辅助人员离职时，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收回所配发

的工作证件、服装、标识以及装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在警务辅助人员招聘、使用、管理和监督等工作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警务辅助人员履行职责行为后果由所在公
安机关承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由所在公安机关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警务辅助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公安机
关按照警务辅助人员管理相关规定依法处理；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非法制造、贩卖警务辅助人员制式服装、标
识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没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非法使用警务辅助人员制式服装、标识的，由公安机关予以
没收，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警务辅

助人员的监督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2020年11月27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20年12月03日

第202028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2519
0

3886

单注奖金（元）
1340
446
223

中奖金额（元）
3375460

0
866578

8 5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20年12月3日 第202012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10048147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7
484
1246
97809

1761733
8047131

中奖注数
（湖南）

0
10
42

2999
60220
280630

单注奖金
（元）
8506055
63384
3000
200
10
5

1515 24 26 3117

3310 40 25 34 44 3356 33 80

2020年12月03日 第2020037期

开 奖 号 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36 41 3360 15 63 64 70 339
377 14 48 08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开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