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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洲街道以社区“大党委”制为核心，成立区域化党建联盟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
记者 倪华华王杰 通讯员 章勋浩

今年以来，东洲街道以社区“大党委”制为
核心，以高水平社会治理为目标，梳理完善华
墅、公望、逸城社区与其他共建单位的结对安
排，强化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联动，组织实施
好各项工作机制，配套开展“百日解百难”专项
行动，构建起了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基层
党建新格局。

公望社区：
“三化”行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

6月，公望社区启动“红银行动”，通过党建共
建单位与社区老年人一对一结对，发挥党员自身
特长帮助老人，让社区的老年人更有幸福感。

公望社区党支部书记杨皑雯说，社区老年
人较多，为探索红色力量治理养老的新模式，真
正帮助有需要的老年人，社区顺势推出“红银行
动”。自“红银行动”启动以来，已有11位老人成
功结对，共建单位给予提供爱心陪护、就医陪
伴、业务代办、健康咨询等多元化服务。

据悉，公望社区辖区内有首创奥特莱斯党
支部、黄公望隐居地党支部、曜阳国际老年公寓
党支部等，红色资源丰富。目前，社区通过“大
党委”制下的“风情公望汇党建共享家”平台，亮
出“共”字金名片，共践核心价值、共抓基层党
建、共商基层治理、共同服务群众、共推时代发
展；通过与党建共建单位合作契约化，服务群众

“红银行动”创新化、“百日解百难”攻坚行动落
地化三大行动，构建了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
下联动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接下来，社区还将积极打造国际化接轨的
志愿平台，如医养结合品质养老服务站、亚运时
代红芯志愿服务集训营中心、风情公望红色动
能巴士等多个志愿平台，真正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全力推进社区高水平治理。

华墅社区：
成立全区首个区域化党建联盟，做
好群众贴心人

最近，家住绿城富春玫瑰园的周女士，多次
感谢华墅社区和富春江集团党委帮她解决了困
扰已久的难题。

周女士的公公婆婆均年逾八旬，婆婆几年
前中风并患有糖尿病，常年坐轮椅，且二老户籍
在内蒙古包头，就诊报销等工作十分繁琐。了
解情况后，华墅社区党支部书记葛立新立刻与
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富春江集团党委对接。6月
25日，其下属单位医护人员上门了解情况。6月
28日，医护人员再次上门为老人健康检查和评
估，建立健康档案，制定改善方案。“现在，有一
支由主治医师、主管护师、健康管理师等人组成
的医疗服务团队，每周上门为我公公婆婆检查
身体，真是太感谢了。”周女士说。

周女士的“难题”得到高效解决，主要归功
于“区域化党建联盟”的作用。今年5月28日，
华墅社区成立全区首个区域化党建联盟，实现
了社区党建由单位制“小党建”向区域化“大党
建”转变。自党建联盟成立以来，工作人员通过
多种形式排查摸底，列出居民的“需求清单”。

“清单里的项目被7家联盟单位全部认领，目前，
已满足了大部分群众需求。”葛立新说。此外，
社区还将更好地发挥联盟的作用，深度挖掘相

关资源，深化“契约化”共建，聚焦更多的痛点和
难点问题，更好地服务于辖区居民。

逸城社区：
解决群众热点难点问题，发挥小社
区大党委作用

逸城文工团是一支今年新组建的社区文工
团，由逸城社区的27个居民组成。在省直机关
管弦乐团的指导下，他们多次开展各种文艺活
动，用“实战”演练来加速培养团员的演奏水平，
提高乐团的综合演艺能力。6月20日至23日，
逸城文工团还前往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参与杭州
社区乐队邀请赛。

逸城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斌说，自社区成立
以来，社区干部坚持以“百日解百难”工作为契
机，以“大党委”制为基础，用机制推进工作，寻
找社区居民资源，依托本土社区资源，整合各单
位资源，培育自己的社会组织，提高社区居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参与感。社区有了共建单位
后，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活动，居民也愿意
发挥所长，活跃社区氛围，社区凝聚力不断加
强，逸城文工团便应运而生。

在挖掘社区自身资源的同时，逸城社区还
组织共建单位党员一起解决辖区群众热点难点
问题，发挥小社区大党委的作用，推动社区党建
共建，实现新跨越。

经调查，逸城小区内停车位严重不足。社
区工作人员迅速联系共建单位。“经交通集团工
作人员实地踏勘设计，为小区增加了170个停车
位。”李斌说，党建联盟、资源共享，切实提升了
社区的服务能力，让居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实
惠。

本报讯（通讯员 潘七菲）6月上旬，万市镇
组织召开妇联固定活动日活动暨“万事好商量”
工作室业务提升讲座。

“万事好商量”工作室于今年 3 月成立，富
阳区百信幸福家庭服务中心是工作室的成员单
位。自工作室成立以来，服务中心每月都会组
织人员到万市开展业务提升辅导，本次业务提
升讲座客座老师是原区妇联退休干部赵兰芳。

讲座以问题导向为主线，从应对思路、采用何
种调解方式，循序渐进的深入问题的末梢，并以调

解员、心理咨询、法官三种不同身份调解人员的角
度，对调解目的、情绪处理、关注方向、处理方法进
行逐一讲解。讲座中，赵老师和姐妹们分享了调
解五部曲、沟通漏斗等一些通俗趣味的术语解析，
还阐述了调解中遇到各类情况时如何临场发挥、
如何摆正调解员的位置、遵守职业操守等方面内
容。讲座最后通过身边的鲜活案例进行实战性演
练，课程得到了预期效果，反响较好。

今年以来，万市镇妇联依托“万事好商量”
工作室为平安家庭建设工作平台，初步制定为

期三年的平安家庭建设行动计划，2019年主要
抓调解队伍建设、理清欠平安家庭底数为工作
目标，每月定期开展这支以村（居）妇联主席为
主的调解队伍业务提升，每天开展欠平安家庭
的走访，并根据走访排摸按照欠平安的程度分
别类登记在册。万市镇相关负责人说，平安家
庭建设是社会治理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也是实
现“三高”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万市镇妇联将
紧紧围绕中心，立足本职，做好平安家庭建设工
作，打响“万事好商量”婚调品牌。

万市镇：打响“万事好商量”婚姻调解品牌

龙门镇开展“一月一主题”特色活动

力促基层统战工作规范化建设
通讯员 蒋劲超记者 王小奇

今年以来，龙门镇围绕富阳“凝心聚力共
建新城”主题，促进基层统战工作规范化建设，
结合统战工作对象和内容，开展“一月一主题”
特色活动，为加强统战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助力古镇旅游中心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龙门镇是国家4A级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辖区内有宗教场所2处，建有富阳区知识
分子联谊会龙门镇分会、民宿休闲协会、乡贤
联谊会等统战组织。

同心，阵地打造聚人心
龙门镇通过开展座谈沙龙、组织走访慰

问、举办文体活动等形式，充分调动统战成员
的工作积极性，积极打造统战工作平台阵地，
确保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去年年底，镇统战部门利用原龙门两岸交
流馆，升级改建为龙门统战之家。统战之家坐
落于风景秀丽的景区砚池边，分为同心·筑梦
馆、同向·风采廊、同行·议事厅等三个区域，集
中展示了龙门镇基层统战工作亮点和统战成员
风采，兼具书画交流、小型会议等功能，成为古
镇统战成员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主要阵地。

在完善活动阵地的基础上，通过各类活动
的开展进一步凝聚人心。1月“连心大走访”，
镇统战工作者走访统战成员和相关活动场所，
开展年前检查慰问，了解他们的生活近况和意
见诉求，听取征求新一年统战工作的建议；2月

“知联颂新春”，镇知联分会发挥知联成员知识
优势，组织分会成员创作并朗诵以歌颂祖国、
宣传龙门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在富阳电台广播
频道连续推出，反响良好。

联情，特色活动传真情
情感联系是推动统战工作的重要纽带。

镇统战部门积极利用特色商会、乡贤联谊会
等组织和龙门两岸交流馆、两岸文化艺术村
等展馆开展交流活动和旅游服务，有效促进
统战干部和统战成员之间的情感沟通和联
系，帮助建立深厚情谊，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有
利条件。

3月“商会携手行”，镇民宿休闲协会组织
开展真材“食”料擂台赛。来自15家民宿的家
庭主妇们进行美食厨艺比拼，弘扬诚信经营理
念，进行文明创建宣传，并将制作完成的美食
作为爱心礼物分发给了浙江省盲人学校的300
多位孩子。4月“乡贤话复兴”，镇党委政府组
织召开龙门镇乡贤大会，成立乡贤联谊会，以
乡情为纽带动员广大乡贤为家乡发展出力。6
月“两岸一家亲”，利用古镇两个台湾元素主题
展馆，配合富阳“公望富春两岸文化周”，接待
台湾游客团队游览古镇，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活
动，让台湾同胞深切感受到血浓于水的两岸情
谊。

集智，建言献策推复兴
镇统战部门以统战之家家委会为依托，以

每月轮值例会的形式，组织统战成员围绕古镇
发展主题开展问题探讨、建言献策。通过统一
战线，引导各领域统战成员围绕古镇发展献计
出力，帮助党委政府优化决策，构筑了政民互
动的良好通道，凝聚起推动古镇复兴的强大力
量。

在4月的乡贤大会上，乡贤代表们围绕古
镇旅游和乡村百花大会等主题，结合自身工作
经验，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帮
助党委政府拓宽了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

5月“助力百花放”，统战成员们分组分工，
积极参与到第二届乡村百花大会中，或作为业
态代表，引领各业态商户诚信经营、改进服务，
或参与到活动宣传、后勤保障、秩序维护等志
愿服务工作中，展现了古镇统战成员的良好风
采。在全体统战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古镇繁花
似锦、春意盎然，在呈现最美春色的同时，也让
八方游客切实感受到了孙氏后裔淳朴、热情、
文明、好客的优良品质。

■银湖街道

知联会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丁群飞）7月1日下午，银

湖街道召开富阳区知联会银湖街道分会第二
届换届会议，来自街道教育、卫生、企业、社会
各领域的30余名党外知识分子参加会议。会
议选举产生11位新常务理事、新会长、副会长
和秘书长。

新当选会长林志高作表态发言，将认真履
行知联分会会长的职责，率先垂范、尽职尽责，
带领全街道党外知识分子齐心协力、奋发有
为，为推动银湖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自己的
力量。

街道统战委员对知联分会提出要求，要加
强学习，提高素质；要服务大局，发挥分会参谋
助手作用；要凝心聚力，为广大党外知识分子
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桐乡

开展夏季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蒋梦婷）7月5日上午，新

桐乡开展夏季无偿献血活动。各行政村和企
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及群众踊跃参加。

当天上午8时，党员群众纷纷来到了献血
现场，自觉排队，认真细致填写献血登记表和
听取医护人员讲解献血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据统计，献血活动共150人报名，献血成功
116人，献血量为29490毫升，造血干细胞入库
10个。其中，51名党员报名，献血成功为21名，
献血量为4300毫升，造血干细胞入库1个。

■新登镇

联合开展交通安全劝导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江栗峰 孙 坚）7月3日至4

日，新登镇惠来社区联合交警中队针对骑电瓶
车的市民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及发放交通安全
知识倡议书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道路交
通安全、遵法守法及文明出行的意识，预防和
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连续两天，惠来社区工作人员和交警中队
民警利用早高峰和晚高峰两个时间段，在新兴
西路（国税前）和观音弄入口处开展文明出行
劝导和发放交通安全知识倡议书活动，共发放
宣传倡议书1000余份，文明劝导对象600余人。

■胥口镇

网格员参加安防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廖吁慷）近日，胥口镇组织

全体网格员赴新登消防中队参加全区网格员
安防集中培训。

此次培训分面授和体验培训两部分。网
格员学习了消防安全知识、消防器材的使用，
检查出租房、商铺时的重点事项及相关知识，
参观了安防体验馆，了解了防诈骗、毒品危害、
消防法律法规、火灾逃生等安全知识。体验了
火灾逃生VR、公交逃生模拟等安全自救项目。

本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全镇网格员日常
巡查中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以及处理突发事件
中的应急能力，提高预防、处理事故的技术知
识水平，提升了网格员工作业务水平，为建设
平安胥口保驾护航。

■渔山乡

应征青年参加征兵体检
本报讯（通讯员 陈奇）7月8日上午，渔山

乡2019年度征兵目测体检工作在渔山乡卫生
院全面展开。来自4个行政村的应征青年踊跃
参加本次体检。

为确保征兵体检工作顺利进行，乡人武部
对应征青年的各项身体指标进行严格管控，紧
盯关键环节，公平征兵程序，切实营造风清气
正的征兵环境。参加体检的应征青年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遵守各项规定，应征青年须携带
相关证件，经审核通过后，由专人负责带队分
批分科进行体检。

截至目前，渔山乡本次目测体检共上站79
人，通过目测初检36人，大学生比例超过百分
之八十。

■场口镇

开展听力言语护理补贴工作业务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凌燕娟）7月5日，场口镇

召开各村行政村（居委会）村务工作者会议，会
议布置落实听力言语一、二级残疾人的护理补
贴工作。

场口镇残联负责人对各村就做好此项工
作提出要求，各村工作人员要抓紧组织落实对
本辖区一、二级听力言语以及多重残疾人的信
息核对，对纳入特困、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
60周岁以上已经享受养老服务补贴和其他变
动的人员及时复查和上报；对符合条件人员抓
紧做好申报工作，并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
应补则补，确保零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