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俞海霞江栗峰

今年以来，新登镇坚持党建统领网格智治，聚
焦网格设置优化、机制落实和平战一体，织密组织
体系，强化基层自治，健全应急机制，全力筑强最小
治理单元。

坚持党建统领，织密组织体系。新登镇按照
“党建统领网格智治”要求，聚焦网格设置优化，在
原先61个网格的基础上增加29个网格，梳理制定
网格“一图一表一册”, 并以楼道(栋)为单位设立微
网格。将全镇 36 个村社 28406 户共计 83867 人划
分90个网格814个微网格，配备1+3+N人员1174
人，织密“社区——网格——微网格”的治理网络，
将治理触角延伸到最小单元。

聚焦机制落实，强化基层自治。在“1+3+N”
网格团队力量的基础上，围绕做强“N”队伍力量，
将组团联村、大党委、退休干部、老年协会、妇女组
织、社会组织、楼道长、党员、志愿者、协辅力量纳入

“N”队伍中，创建多元治理主体联盟，最大化凝聚
网格治理合力。

线上+线下走访座谈聚民心。组建村干部、1+
3+N 网格力量、微网格长、微网格住户四级微信
群，将村干部和组团联村下沉至各个微网格，打通
线上走访渠道，针对居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形成“一
事一处理”微网格闭环机制。在线下，各村社设计
印制民情走访记录本，落实网格周例会、微网格月
例会制度。在农户家中、公园里、长廊上等多形式
召开微网格住户会议。

培训检查促职责落实。对网格长、专职网格
员、兼职网格员、网格指导员、微网格长等网格工作
力量进行全员培训，明确网格功能职责。加强对调
整后的网格范围、“1+3+N”信息、网格职能的广泛
宣传，印制发放《党建统领网格智治力量配备及应
知应会手册》，确保网格内的居民及时掌握熟悉。
开展全面自查和交叉检查，对党建统领网格建设各
项工作任务落地情况进行查漏补缺。

考核评比促进专业提升。通过开展“党建统领
网格智治”社区大比武，进行风采展示、业务问答、
见人知事、能力考验和案例演讲等方面考验，以党
建统领网格智治为抓手，全面提升社区自治能力。
接下来，新登将陆续开展“最美楼道长”“十佳网格
员”“星级楼道”“微网格流动红旗”等多项评比，营
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倒逼队伍业务能力和专

业素养提升。
数字赋能重塑基层治理。积极打造“小脑+手

脚”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网格化与数字化、网络化
与智能化融合。充分运用“党建统领·村社智治”应
用与“基层治理四平台”，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2022年1月至8月，新登镇在“党建统领 村社智治”
民呼必应板块中，事件上报19204件，办结率达到
99.48%，平均满意度达到4.93分。

健全快响应急机制。以“平时有效”铸就“战时
有力”。平时紧密协同，各方力量参与志愿服务、矛
盾调解、工作监督、平安巡防等工作；战时迅速集
结，组团作战，尤其在疫情发生时，网格组成人员第
一时间集结，全力做好信息排摸、人员管理、核酸检
测、物资保障。

通讯员 徐柳君记者 王杰 实习记者张思文

“菜园不大，却能让村民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蔬
菜，菜品种类丰富不说，还能全面提升美丽乡村新
风貌。”东洲街道富春江村小沙自然村的村民说。

这块“共享菜园”的前身，是一块被507户农户
分割的自留地，由于户头众多，再加上日常管理跟
不上，自留地里薄膜新旧不一、垃圾堆积、杂乱无
章。为破解这一难题，富春江村别出心裁，在区人
大代表、村党委书记的牵头统筹、动员发动和沟通
协调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全过程实
践人民民主，最终把“荒地”变成“菜园”，受到了广
大村民的称赞。

东洲街道召开“展示东洲新面貌”村庄整治、

田相整治工作推进大会后，富春江村全面打响村
庄整治、田相整治攻坚战。村两委干部提高思想
认识、增强工作紧迫感，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认
真梳理、分解倒排、狠抓落实，选取《亚运新区“美
丽田园”提升》作为“百姓汇”议题，召集村内党员、
群众、村民代表、巾帼志愿者共同商议“美丽田园”
打造工作。

根据实际，该村创新工作方法，动员号召上下
一起搭建“共享菜园”服务载体，把实事服务到村民
的心坎上。“共享菜园”占地54亩，由村里统一流转，
根据不同农时种植不同的作物，地里瓜果蔬菜将会

“接茬”收获，再统一分配给农户。一开始，种什么
菜、怎么种菜，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经过“百姓汇”
的商议确定，以及向农业专家和村内种菜能手请教

技术、学习经验，选种、松土、施肥……每一道工序
都“精耕细作”。该村还动员村内党员、群众通过志
愿服务的形式，参与“共享菜园”的日常管理维护，共
同在“小菜园”展现为民办实事的“大情怀”。

东洲街道相关负责人说，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东洲画卷样板段建设是街道迎亚运的重点工作，
富春江村是重点整治村，从一片杂乱无序的自留
地到如今整齐干净的“共享菜园”，离不开当地人
大代表、议事会成员、党员、志愿者等社会各界的
支持与帮助。荒地变菜园，既丰富了各家各户的
菜篮子，又增进村民之间的友谊感情；既提升乡村
整体环境，又续写了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东洲画卷
样板新篇章。

坚持党建统领网格智治

新登镇全力筑强最小治理单元

东洲街道人大代表助力“荒地”变“菜园”

■鹿山街道
召开“护航二十大”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凌晓飞）9月20日，鹿山街
道召开街村干部调整集体谈话暨“护航二十
大”工作推进会，着重部署“护航二十大”相关
重点工作。会议要求严格规范资金审核与使
用、深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城乡风貌专项行
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做好平安稳
定、安全生产大排查等工作，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意识，坚决维护
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新桐乡
联合开展反恐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戴子洋）日前，新桐乡综
合信息指挥室联合三山派出所在新桐中心小学
开展反恐防爆演练活动，提升学校安保力量应
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平安护航党的二十
大。此次实战模拟紧张有序，为全力维护校园
持续安全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后的工
作中，新桐乡将进一步细化防范措施，强化乡一
巡多功能工作人员处突能力，安排人员站好每
一班护校安园岗，确保学校广大师生安心就学。

■灵桥镇
禁毒宣传进工地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丽）日前，灵桥镇禁毒
办在杭州富春湾新城灵桥产业区块人才公寓
项目部开展禁毒宣传活动，通过展示毒品仿真
模型、发放禁毒宣传册等讲解毒品危害。该活
动加强了工地务工人员的禁毒知识宣传，提高
其对毒品的警觉性，筑牢工人识毒、防毒、拒毒
的思想意识，让毒品知识深入人心，进一步增
强自我防范的能力。

■里山镇
政协委员调研安顶云雾茶品牌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张瑜）9月19日下午，里山
镇政协委员履职小组成员及属地政协委员代
表赴安顶山调研安顶云雾茶品牌建设工作。
委员一行实地参观了天空之镜、星空露营、云
雾茶吧等新业态“网红”打卡点，认真听取新业
态的运维管理情况。随后，委员们进行了交流
座谈，对如何进一步提升安顶云雾茶品牌进行
了协商探讨。接下来，里山镇将积极参与协
商，助力做好“茶叶+”文章，进一步打响品牌，
提升茶叶附加值，助推集体和茶农增收。

党员干部齐发力整治溪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李双双）近日，里山镇里

山村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们，手持扫帚、簸
箕、垃圾袋、火钳，分散在乡域内的各个角落，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所有党员干部和志
愿者们都准时到岗，干劲十足，从田里到溪道、
从道路两侧到房前屋后，通过大家的齐心协
力，辖区内的每个角落都变得洁净有序。同
时，通过微信平台、小喇叭、倡议书等形式开展

“五水共治”全方位的宣传，充分发挥党员联系
户的优势，向村民宣传做好环境卫生的重要性
和疫情防控知识。

■场口镇
文化惠民送戏下乡

本报讯（通讯员 徐文焕）为丰富广大人民
群众的的业余生活，满足大家对文化生活的需
求，近日，家在富春江上——“喜迎二十大”文
化惠民送戏下乡演出活动，在场口镇徐家村、
红星村、新元村文化礼堂举办，吸引众多老百
姓前来观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舞蹈、歌曲、越剧折子戏、绍兴莲花落、沪
剧、小品等节目，丰富多彩、轻快新颖，为老百
姓们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引得老百姓们掌声不
断，连连叫好。

■湖源乡
走访调研重点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张泽群）为提振辖区企业
发展信心，深挖重点企业发展潜力，切实解决
企业面临的困难，进一步夯实经济稳增长态
势，湖源乡主要负责人带队，先后走访杭州多
宝电子有限公司、杭州丰源铜业有限公司、浙
江英凯莫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湖
源乡将一如既往抓好政策宣传和助企纾困，深
化服务专员靠前服务，深入企业倾听呼声，及
时了解企业需求，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切实为
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为企业发展排忧解
难，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洞桥镇
开展“廉育幼苗 童心向上”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陈金燕）日前，洞桥镇纪
委在施肩吾小学开展“廉育幼苗 童心向上”活
动。学生们用一双双巧手捏出“廉育幼苗 童
心向上”“荷花图”等一个个廉洁小作品，展示
出自己心中的“廉”能量。

镇纪委负责人说，希望通过活动的开展，
在孩子心中播种下“廉”的种子，孕育出“廉”
心。同时，通过廉洁文化主题活动的开展来打
造清廉“小盆景”，实现“7+N”清廉单元建设的
联动推进，实现“知廉”“倡廉”“敬廉”“守廉”的
社会新风尚。

新闻集束

记者 王群芳王小奇 通讯员 陈东

9月21日上午，杭州退休干部职工大学富阳区
联合办学教学点正式揭牌，这是富春街道在老年
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又一新发展。

去年，富春街道成功开办老年大学，学校以
“公益服务”的办学模式，以“增长知识、丰富生活、
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务社会”的教学宗旨和理
念，为企退人员提供一流服务，使学校成为大家更
新知识的课堂、文化娱乐的场所、延年益寿的乐
园。

今年，街道联合杭州退休干部职工大学在富
春街道开办老年大学的基础上，新增5个教学点，
分别位于春晖、苋浦、戴家墩、秋月、春华等5个社
区（村）。接下来，还将在更多的社区（村）逐渐普
及教学点，扩大老年文化事业覆盖面，满足更多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富春街道老年大学日常教学管理工作责任人
杨晓波说，今年以来，学校不断加大调研力度，开

展的课程种类更符合企退学员需求。同时，为了
应对疫情实际，大胆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大力开发数字化资源课程，打造杭州市终身学习
品牌。

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随着联合办学
教学点的设立，街道能更好地依托杭州退休干部
职工大学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办学点的阵地作

用，不断满足企退人员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个性化
需求，不断夯实文化养老基础，显著提升退休老同
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发
展老年文化教育事业，满足退休老人文化生活需
求是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重要
举措，富春教学点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化管理
服务，积极打造富阳“文化养老金名片”。希望所
有老年学员能永葆“活到老，学到老”的阳光心态，
珍惜学习机会，更好地为社会发挥余热。

杭州退休干部职工大学富阳区联合办学教学
点和春晖、苋浦、戴家墩、秋月、春华5个社区（村）
企退学苑，共开设智能手机应用、手机摄影、太极、
声乐、舞蹈、书法、绘画、柔力球、旗袍秀、面点制作
等 10 个专业，共 16 个班级，目前共招收学员 318
人,9月底正式开班。

当天，举办了联合办学签约仪式，为5个社区
（村）企退学苑授牌，为各门学科兼职教师颁发聘
书，以及联合办学教学点揭牌。

通讯员 张玲晓

9月19日，大源镇残联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55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残疾人代表们齐聚一堂。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大源镇残联《努力构建
共同富裕强镇 全面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工作
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大源镇残疾人工作的成绩，
并提出来了今后五年残疾人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五年来，坚持社会公平，着力提升残疾人保障
指数；坚持关爱至上，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指数；
坚持公平和谐，着力提升残疾人权益指数；坚持品
质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幸福指数。今后五年，大
源镇将不断提供更为精准的康复服务，推动更为
有效的就业指导，完善更为特惠的社会保障，发展
更为广泛的文体事业。

会议选举产生大源镇第九届残联主席、理事

长和出席富阳区残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
区残联相关负责人对大源镇残联过去五年的

工作成绩表示认可，就如何抓好抓住换届的机遇，
进一步做好残疾人工作提出三点建议:深化认识，
提高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突出重点，推进残疾人
事业发展；开拓进取，开拓残疾人事业新局面。

通讯员 何春霞

咸康村“赔销坞”得名于明朝万历年间，是春建
乡最早的农居点，赔销坞美丽街巷是新时代新农村
的一个缩影。街巷共有农户121户，有文艺队和各
类妇女组织10个，起点为文化公园入口，终点为万

宝寺，全长1000米。春建乡妇联在打造秀美街巷
的基础上，建设好家庭、传承好家风，发挥头雁引领
作用，带动家庭女主人自立自强、向善向美。聚焦
共富，助推“她”成长；舞出文明之风，点亮“她”生
活；巾帼绽芳华，彰显“她”最美，聚巾帼之力，为共
建共享美好生活而共同努力。

通过创建，咸康村被评为区级美丽庭院示范村
称号，咸康村妇联获得杭州市基层妇女工作先进集
体，街巷内美丽庭院合格户达到100%，美丽庭院示
范户达到80%以上，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群众文明
素质明显提升，和谐和善和美氛围日益浓厚。

杭州退休干部职工大学
富阳区联合办学教学点揭牌开班

春建乡咸康村打造赔销坞美丽街巷

大源镇残联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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