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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促和谐
城乡治理格局新
——瓮安县坚持基层党建引领构建城乡社会治理新格局
■本报瓮安记者站 商琴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在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
瓮安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健全完善治理服务常态化
机制，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实行“网格化”精细管理，建立“五
单”工作机制，通过采取“党建+理事会”
“党建+自愿者服务”
“党组
织+业主委员会”等多种形式构建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实现民事民治、民事民管、民事民理，促进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
共建共享的幸
福家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新期待。

▲

瓮安交警大队
民警到瓮安八小维
护交通秩序，保障
学生交通安全
（瓮 安 县 融 媒
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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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网格化+五单制”为抓手，提升城市治理活力

“七一”前后，瓮水街道河西社区街面上出现了一支由
部门党员、社区干部、居民组长、联防队员组成的夜间巡逻
队伍。这支队伍深入背街小巷、夜市摊点、娱乐场所和学校
周边查看小区治安环境、检查消防安全、向群众宣传疫情防
控政策和新冠疫苗接种常识。
“我们把夜间巡逻任务发到社区在职党员服务交流的
微信群里，号召部门党员主动认领任务清单。党员领单的
积极性很高，
觉得能够给群众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大家都
愿意来。河西社区从广场社区分离出来不久，包括广场社
区在内，我们一共向党员下单 292 件，党员服务群众 129
件。”广场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河西社区居委会代理主任王
清建告诉记者。
在瓮安县城，社区派单、党员领单，共建共管参与小区
治理、服务群众的事例不胜枚举。
瓮安八小位于县城主干道旁，
路上车辆多，
为保证学生
放学时间段的安全问题，
群众通过书面向社区提单，
请求人
员协助维护交通。瓮水街道通过研判评单后，结合相关部
门职能职责，向交警大队派单，2020 年 10 月，瓮安交警大队
迅速按照派单要求执单，随后在学生放学时间开展了交通
维护，
同时向学生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提高了学生交通安全
意识。此后，瓮安交警大队定时或不定时到八小维护交通
秩序，
保障学生交通安全，
就此事向广场社区发起了群众评
单，
反响良好。
基层吹哨、部门报道，
是瓮安推行“五单”
工作机制解决
社区治理难题的创新之举。五单，即一线“提单”、分类“审
单”
、对责“派单”
、办理“执单”
、群众“评单”
。通过线上线下
收集信息“提单”，经过初审、重审、审定三个层级梳理分类
“审单”，
按照线上线下任务分配“派单”，
由群众、社区、街道
等办理督促“执单”，群众点评、街道季评、年终会评问题销
号“评单”，有效解决城市社区间、网格内的管理盲点、难点

问题，
今年以来，
共解决问题 150 余个。
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中，瓮安实行“网格化”
精细管理，
通过划分网格来管社区、管片区、管小区，
具体负
责社会治理、邻里和谐等事务，实现需求在网格内发现、隐
患在网格内排查、矛盾在网格内化解、服务在网格内开展、
问题在网格内解决的“一网管”
目标；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实干导向和结果导向，
建立“四级组织”
（
“街道党工委—
社区党总支—小区<商务楼宇、商圈市场>党支部—楼栋党
小组”
）体系，搭建街道、社区、片区、小区“四级网格”体系，
建立提单、审单、派单、执单、评单“五单”工作机制，构建党
政一体、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管、共治共
享的城市基层治理工作新格局。
深化“双报到”强服务，是瓮安推动“基层吹哨、部门报
到”落地落实的重要手段。瓮安持续推行“部门定期报到、
党员每月报到”，鼓励干部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活动，
2177 名在职党员和 118 个党组织全部到社区报到，开展互
联互动活动 200 余次，各党组织和党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相关活动，帮助群众解决事项 100
余件。
为解决社区治理中发现的各类综合性难题，
瓮安以“多
平台”落实法治规范，建立“街道社区网格长+执法部门+行
业监管部门+社区工作人员”的社区综合管理联动机制，构
建“智慧城市”
“ 智慧社区”
“ 数字社区”等新型管理服务模
式，进一步提高社区治理科学化水平。已建成瓮水街道中
心社区和雍阳街道河滨社区 2 个智慧小区，正在建设智慧
小区 4 个，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化服务。
“天网
工程”
和“雪亮工程”
已基本实现居民小区视频监控全覆盖，
建成高空云防系统 16 套、人脸识别系统 103 套、车辆卡口系
统 174 套，维护了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的局面，增强了人
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

高枧坡组春晖社
的脆糖李喜获丰收
（瓮安县融媒体
中心供图）

2

以“党建+理事会”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微治理”

走进全州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整乡推进、整县提
升”
达标示范组——平定营镇平定营社区高枧坡组，
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美丽和谐新农村景象让
人眼前一亮。
“我们组织村民选举成立了村民自治领导小组，
建
立理事会，实施‘党建+团建+妇建’治理模式，在乡村
治理上把舒葆初精神更深地融入进去，来引导和促进
村民文明行为。近年来，全组实现矛盾纠纷、刑事案
件、缠访上访“三零”目标。此外，党员带头搞建设，大
力投入农村环境整治，
目前村容村貌、村民精神面貌等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
”
平定营社区党总支书记郑秋
介绍。
为努力实现家乡美、百姓富，
在理事会成员的带领
下，高枧坡组居民先后成立 8 家公司，涵盖精品水果种
植、肉牛养殖及深加工等产业，带动 40 多户群众发展
种养殖。组织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回村成立了春晖产业
联村团工委，建立了 400 余亩春晖精品水果种植基地，
吸纳当地 20 余名青年参与种植。通过春晖社的带动，
青年人通过直播带货帮助销售农产品，共计 80 余场，
销售额 200 余万元。
高枧坡组产业、文化、环境、治理四方之“变”的背
后，体现着瓮安以“党建+理事会”为抓手，实现农村基
层“微治理”
的智慧。
瓮安县下辖 10 镇 1 乡 2 街道，辖 65 个行政村、40
个城市社区，共计 105 个村（社区）。为提升治理效能，
全面激发农村治理活力，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向
往新期待，
瓮安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村（社区）自治水
平的实施方案》，
建立村民议事制度，
成立“村民自治小
组”，建立“四议二公开”
“一事一议”等民主决策机制，
规范议事程序，
完善村规民约。并制定下发《关于在推
进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中组建理事会的通知》，
以村民小
组或自然寨为单位组建理事会，理事会按照“凡事必
议、凡议必决、凡决必行、凡行必果、凡果必查”的要求
开展议事，深化村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模式和成
果。
推行“党建+理事会”，实现“微治理”。深化脱贫

攻坚“三下沉·五示范”工作方法，用好县、乡、村、组四
级网格体系力量，以“党建引领、党群一体、双网并行、
三治融合”为抓手，落实“党建+”工作举措，坚持党建
带群建、群建促党建，有效整合工会、共青团、妇联、关
工委等组织智慧和力量，在村级组建团支部、青工委、
妇联、关工委等群团组织，
建立青年之家、妇女之家、留
守儿童之家等。在抓好社管委、组管委运行基础上，
建
立健全以“党建+理事会”为路径的“三治融合”城乡基
层“微治理”体系，以党建引领“微治理”，搭建“微平
台”，
健全“微机制”，
规范议事管理，
进一步推动各类基
层事务向“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转变，全力
引导群众由“靠政府”向“强自治”转变，切实推动解决
村组群众基层治理中“谁来理事、理什么事、怎么理事”
的关键问题。
抓奖励激励，增强示范创建动力。通过全县示范
评比，评选一批“金牌理事会”进行表彰奖励。对金牌
理事会中特别优秀的理事，纳入村（社区）后备人才管
理，
积极发展培育为村（社区）
“两委”
干部。同时，
对经
过县级评定纳入示范乡镇党委、示范村级党组织、示范
“理事会（社管委）”的，在年终党建考核中进行加分鼓
励。
党建强则事业兴。瓮安始终将党的建设工作贯穿
农村基层治理始终，围绕“支部凝聚力不强、党员示范
作用不佳、环境治理按部就班没有突破、村级合作社没
有实体化运营、农民群众自我管理意识不强和发展能
力不强”等问题，坚持支部提“品质”、党员提“素质”、
村庄提“气质”、治理提“本质”、村社提“资质”、群众
提“才质”的“六个提质”系统抓问题化解，促进基层组
织建设质量提升。
在以“党建+理事会”为路径的治理模式下，瓮安
打造了一批组织建设好，产业发展好，社会治理好，乡
风文明好，
生态环境好和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的示
范性村组，
形成了群众事群众议，
群众事群众管的良好
氛围。目前，以村民小组或自然寨为单位组建村民组
理事会 1000 余个，选举产生理事长 960 余名，有序组织
开展各类议事 1000 余次，
解决群众问题 3000 余条。

▲瓮安县茶店村党建工作成为各地参观学习
的亮点
本报记者 肖伟 摄

▲驻村队员向群众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记者 李庆红 摄

瓮安县建中镇茶叶基地

苏仕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