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来到智慧阅读空间看书学习

老人在社区托老站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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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层党建，落脚点在服务群
众。魏都区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
导向，连续 3 年实施了民生“365”工
程，把养老、医疗、教育、健身等 17 个
方面的民生工作，细化为上千项具体
事项，融入社区、融入庭院，构建起一
个个“15分钟便民服务圈”“15分钟健
康服务圈”“15分钟智慧阅读圈”，让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10月 18日，在魏都区西大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76岁的赵海妮老人笑眯
眯地说。“在这里，我感觉太幸福了，有
人给我梳头、捶背；有伙伴儿一起聊天
儿；饿了，有人把饭菜端到门口；时不
时还有孩子们给我们表演节目，陪我
们聊天儿。”

这个建筑面积 2200 平方米的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有长期托养床位
100张、日间照料床位 20张，分设长期
托养区、日间照料区、公共服务区和社
区老人服务区等不同功能区域，提供
社区照料、居家服务等多种服务，目前
入住率达到 95%。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像西大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一样，魏都区一口气
建起了 13个大型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形成了“一碗汤”距离的社区养老服务
圈，“399”养老服务模式为老年人营造
了舒适、舒心的养老环境，实现老有所
养、就近养老。

“群众期盼的，就是我们要干的。
要打通党员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通过党建引领作用，打造幸福活力新
社区，让广大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魏都区委书记张书杰说。

修建网球场、篮球场、门球场、羽
毛球场 62个，10所学校体育场地向市
民开放，惠民举措贴心贴肺；一口气建
起了 90个社区便利店，投入近亿元新
建和改建 100 个社区卫生站，民本情
怀触手可及；56个破旧庭院小区美丽

“蝶变”，上万户居民告别环境“脏乱
差”，民生温暖照亮心房……2017 年，
在魏都区经济社会发展乐章中，“为
民”是最动人的旋律，全区“民生财政”
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的 比 重 达 到

74.5%。
一项项惠民举措，彰显的是魏都

区党建载体品牌化、便民服务特色化
建设的魅力。

以党建引领推动发展、服务群众、
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全区上下争先进、
创一流的意识更加浓厚。2017 年，魏
都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9%，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
了10%以上的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突破 10亿元大关；全区公众安全感指
数在全省 157个县（市）区评比中排名
第一，社会保障覆盖率和医疗保险覆盖
率均居全省第一位，综合竞争力不断提
升。

“履行新使命，实现新目标，关键
在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以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务实
担当的工作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正
能量，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魏都区
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张书杰满怀信心
地说。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
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每到傍晚时
分，就会有琅琅读书声从魏都区南关街道
办事处大同社区传出。这是大同社区党
员志愿服务队开办的爱心“四点半课堂”，
收纳了来自该社区的30余名小学生。

“为了能更好地服务社区群众，我们
创新基层党建管理模式，成立了包括党员
志愿服务队、‘五老’关爱团等在内的 8支
志愿服务组织，真正做到让群众小事不出
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大同社区党支部书
记宋改清说。

社区是基层基础，是社会管理的基层
单元，只有健全和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机
制，激活社区党建“细胞”，才能做到“问题
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工作推动
在基层”，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只有加强

以党支部领导为核心的社区管理体系建
设，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巩固
党的执政基础。

今夏，西湖社区煤机总厂北家属院的
居民不再闹心。“以前雨天出门得穿胶鞋，
路面坑坑洼洼，路灯不亮，特别是夏天，小
区里下水道不通，气味难闻。现在好了，
路平了，灯亮了，人也舒心了。”居民赵增
亮说，看着老旧小区变美了，“大伙儿特别
感谢小区党支部”。

作为破产企业家属院，煤机总厂北家
属院成立了小区党支部，积极推动小区居
民选出院委会，形成了长效管理机制，片
区党员积极开展整治环境、夜间义务巡逻
等活动，让老旧庭院有了新活力。

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
里有组织，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在魏都

区，一个个社区、一栋栋楼宇中广泛建立
小区、楼道党支部或党小组，激发出基层
党建“细胞”的活力。

党建工作，全面覆盖。魏都区委大力
实施党建“1369”工程，建立完善区、街道、
社区、网格“四级网络”党建体系，将全区86
个社区划分为 620个党建网格，在每个党
建网格成立了党组织，配备信息采集手机，
建立了“六进三巡查”和轨迹管理制度，以
党建网络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重心下沉，服务群众。区委、区政府
领导带头下沉到一线，区直机关向社区派
驻 45名社区第一书记、36名党建指导员
和23支共115人的工作队，开展“认领‘微
心愿’·圆梦在社区”等活动，仅去年就认
领微心愿 3000余个，办理便民服务事项
2152件，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1200多件，

广受群众好评。
社区党建，活力十足。魏都区依据社

区的不同特色，建设“支部+网格”“支部+
项目”“支部+商圈”“支部+楼宇”“支部+协
会”等形式多样的党建模式，先后建成了

“企地共建型”许继社区党支部、“军地双拥
型”杨根思社区党支部、“支部建在项目上”
的曹魏古城项目党支部等一大批特色党组
织。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达到 92.2%，
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达到96.9%。

“一编三定”，全面推行。魏都区将社区
无职党员编员进组，定岗位、定责任、定奖惩，
创新设置10多类党员服务岗位，党员教育管
理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培育“365”党员
志愿服务品牌，全区共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
伍200多支，注册党员志愿者5000余人，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6000余次。

织网：激活社区党建“细胞”1

在魏都区东大街道办事处文惠社
区，印有“抓好基层党建，服务社区居
民”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引人注目。步
入一楼宽敞明亮的便民大厅，有专门设
置的休息区，有空调、书架、沙发等，办
事的居民可以在这里边看书边等候。

“现在社区的便民服务设施越来越齐
全，老百姓办事更方便了。”办理社保手
续的居民马斌说。

“过去的办公场地狭小，群众有时办
事不得不排到屋外。现在，便民服务中
心、文体活动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儿童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等设施一应
俱全，改善了服务环境，也提升了办事效
率。”文惠社区党委书记张瑞敏介绍，这里
是魏都区重点打造的规范化城市社区之

一，高标准建设让群众知道了惠从何来，
也让社区干部说话有底气、工作有干劲。

像文惠社区一样，过去的一年，魏都
区通过新建、购买、整合、出租等方式，高
标准建设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28个，
新增阵地面积 7000多平方米，48个城市
社区阵地平均达到542平方米，38个涉农
社区均达到 200平方米站室、400平方米
活动场地标准。

魏都区区长李朝锋说：“社区组织活
动场所的建成，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
便民服务和群众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服务平台，显著提升了社区党组织
的组织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在建设上舍得投入，魏都区财政每
年列支 1500万元社区建设经费，打造以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等为标准配置的综合
性便民服务场所；在队伍上配齐配强，
区直机关单位选派 45 名优秀中青年干
部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 66 名，配备“一
长两员”（网格长、网格管理员、网格党
建指导员）近 2000 人，实现基层党组织
队伍逐步年轻化，能力和素质均得到极
大加强。

针对互联网时代对党建工作的新要
求，“线上线下”互动成为社区精细化管
理的一个创新。在“线下”，魏都区依托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推行错时延时、坐班
值班、预约上门等制度，面向群众开展

“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办理 25项审批服务、15项便民

服务；在“线上”，充分运用现代网络信息
技术，建立贯通区、街道、社区三级的政
务 服 务 网 络 ，实 现 服 务 事 项“ 一 网 办
结”。魏都区建立社区智慧应用自助服
务平台、开发智慧社区客户终端，居民足
不出户就可以快速了解社区事务和办事
流程，享受基于社区电子商务的商品、果
蔬快捷配送。

统筹大区域，让党的旗帜飘起来；躬
耕小社区，让党员形象立起来……“我们
以社区党建统筹发展全局，使社区工作
处处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把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了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
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
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魏都区西大
街道办事处魏武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伟说。

筑基：夯实基层战斗“堡垒”2

利民：提升百姓幸福指数3

魏都区五一路街道办事处许继社区生活微课堂

魏都区五一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区开展读书会活动

老人在万里社区托老站进行休闲活动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余帅领 丁姜岚

在一个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名

名党员亮出身份，为办事居民提供优质

贴心服务，与社情民意“无缝对接”；在一

处处社区文体活动中心，一支支居民舞

蹈队随着节拍翩翩起舞，诠释美丽与精

彩……走进许昌市魏都区，一幅幅温馨

画面，弹奏出以党建引领城市发展和民

生幸福的强劲旋律。

作为许昌市中心城区，魏都区面积

88平方公里，城镇化率已达到 95%，面

对城市人口急剧增长的形势，如何厚植

党的执政之基、做好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近年来，魏都区突出党建引领作用，

通过基层党建与民生工作等有机结合、

有效融入、同步发展，激活城市发展的

“红色动能”，让居民群众有更多幸福感

和获得感，实现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党群

交融以及社区和谐的“多赢”。

魏都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为市民检查身体

七一社区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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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有民生“温度” 民生有党建“底色”

魏都区：党建引领开启群众幸福之门

市民在长青社区体育场内运动、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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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来到养老服务中心为老人们表演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