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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网格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
——新城街道办事处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构筑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中共睢阳区委书记 栗朝举

近年来，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睢阳区聚焦

乡村振兴、古城复兴、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中心城区

辐射带动、民生民计改善“五篇文章”，聚精会神抓党

建，全力以赴推项目，精准细致促脱贫，凝心聚力强治

理，百城提质、项目建设、脱贫攻坚、社会治理四项重点

工作取得了新成绩，全区经济社会迈上了新台阶。

抓实百城提质，城区建设展现新面貌

按照以文化城、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业兴城的

城市发展理念，以百城提质为载体，以“两城”联创为

抓手，全力做好城市建设、管理、经营大文章。近年

来，累计投入资金 510.5 亿元，实施市政道路、园林绿

化、公共服务等百城提质项目 202个。一是城市建设

水平不断提高。城区路网基本实现贯通，新建公园、

绿地 65处，城区内河全部实施综合治理，内河管护工

作实现了常态化、制度化。二是城市管理水平不断增

强。对农贸市场、小区等进行改造提升，新建各类水

冲式公厕，整治流动摊点、出店及占道经营，市容市貌

和卫生环境大幅提升。三是城市经营水平不断提

升。大力发展楼宇总部、商贸物流等城区经济，全区

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60731户，企业总数居商丘市第一

位；金融机构达 49家，税收突破 2亿元大关，城区经济

发展迅猛、新动能加速积累。

抓实项目建设，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实施重点项目 264个，完成投资 691.8亿

元。一是聚焦古城复兴抓项目，厚植高质量发展的底

蕴。以商丘古城修复性保护展示为核心，以弘扬发展

殷商文化为重点，加快建设殷商文化和商丘古都城文

化传承创新发展区。2019年，完成商丘古都城修复性

保护与展示新建、续建项目 25 个。二是聚焦乡村振

兴抓项目，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基石。高标准节水灌溉

农田、千亩以上特色产业基地、百亩以上果蔬基地等

先后建成，还创建了 1个国家级蔬菜标准园、1个国家

级一村一品（西瓜）示范村，21家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四美乡村”“美丽小镇”等纷纷涌现。三是聚焦

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抓项目，补齐高质量发展的短

板。围绕纺织服装、新型材料、生态食品三大主导产

业，抓住规划调整机遇，大力实施“两园区一平台”建

设，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19 年，落地亿元以上

重点项目 36 个。2020 年，重点实施中建材光电玻璃

等 15个大型工业项目。四是聚焦中心城区辐射带动

抓项目，扬起高质量发展的龙头。2020 年，谋划建设

市政道路 14 条，建设公园绿地 51 个。强势推进帝和

新时代等城市综合体建设，积极推进红星美凯龙、华

美立家商丘家居文化小镇开工建设，有序推进豫东建

材物流港项目建成达产。五是聚焦民生保障抓项目，

彰显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把棚改安置及民生项目作

为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建成安置房近 5万套、600万

平方米。投资近 2亿元的市第二实验小学、胜利小学

建成投入使用；高标准建成了党群服务中心 125 个、

城乡社区服务中心 18个、儿童之家 72所。

抓实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取得新进展

坚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大抓基层、大抓支部，全

力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截至今年 3月底，全区 29个

贫困村已全部脱贫出列，已脱贫 6914户、16841人，还

有 213户、504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0.09%。一是问题得到有效整

改。按照脱贫攻坚“回头看”要求，对贫困户、边缘户和低收入户进行走访

核查，对各级责任落实、工作落实、项目资金和村级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

务、集体收入情况建立台账，进行全面核查。二是产业扶贫成效明显。扶

贫车间、光伏发电站两项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406 万元；发挥涉农企

业、农民合作社等扶贫优势，带动贫困家庭发展种养业增产增收；所有贫

困村设立电商扶贫站点，我区荣获河南省电商扶贫工作先进单位。三是

帮扶政策全面落实。为 2.1万户困难群众实施危房改造，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购买医疗保险，对贫困户的医疗费用给予第五次兜底报销，对困难家庭

学生、残疾人发放各类教育帮扶资金、补贴；把 3168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纳

入农村低保救助范围；把 1124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农村特困供养人员

救助范围，全区扶贫政策落实率达到 100%。

抓实基层基础，社会治理得到新加强

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全面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9年，我区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全省排名第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

效满意率全省排名第二。先后被评为全国“七五”普法先进县区、全国社会

治理创新典范区。一是党建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建成了125个高标准的党

群服务中心，开发利用“睢阳红 e”掌上 App，创新党建＋网格化智慧治理工

作机制，创新城市四级组织设置模式，在老旧小区、“三无”小区设置区域党

支部，探索推行“4+1”基层治理模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

局。二是“平安睢阳”建设扎实推进。社会治理“党建+一中心四平台”现代

化试点建设全面启动，创新了睢阳“乡街吹哨，部门报到”新模式。维稳工

作推广实施“三三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法，全面实现由“事后化解”

到“事前防范”工作目标。全区没有发生一起民转刑案件。三是扫黑除恶

斗争持续深化。按照依法严惩、标本兼治总要求，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

之任之、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的开展专项整治，坚决铲

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扫黑除恶工作做到省督部督重点案件办结率

100%，查否案件线索复核率 100%，案件线索反馈群众满意率 100%。

社区网格员当起隔离群众代办员、跑腿员、
消毒员、采购员、清洁员 陈晓琦 摄

新城街道办事处智能网络化指挥中心 陈晓琦 摄

□王平 刘梦珂 李鸿飞

抓实“五个一”织紧联防联控“机制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你一

定记住了这些场景：小区入口的测

温，电梯间新添的消毒纸巾，送给

隔离家庭的物资，街边横幅上硬核

却亲切的防疫标语……每一个细

节都渗入到商丘市睢阳区新城街

道办事处战“疫”的环节中，带给人

们安全感。

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在

基层，疫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也在

基层。自1月25日，商丘市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一级响应，新城街

道办事处 31个党支部，2700多名

党员迅速进入战斗状态，以党建统

揽全局，以网格化管理为切入点，

构建了覆盖全域、高效快捷的联防

联控社会“共同体”，成为抗击疫情

的坚强堡垒。

依托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优化功能管理
区块，严格制订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推行“联动式”疫情防控模式，确保上下“一盘棋”。

一核引领管统筹。按照“就近、灵活、小型”的原
则，把辖区划分为 19个社区网格、152个小区网格、
489个楼院网格。以社区网格为单位建立党支部，在
小区楼院建立党小组，推行“社区议事会”等机制，由
党组织引导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塑造“一
核多元”的疫情防控共管共治模式。

一个中心管治理。强化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作用发挥，通过19个社区“区域党委”，与共建单位协
同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统一开展防控人员调配、防控

物资供应、防控措施落实，确保上级指令第一时间传
达、“作战”命令第一时间下达、疫情线索第一时间上
报、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实现疫情防控“三统一四
同步”，汇聚坚守“疫”线阵地的强大合力。

一个平台管指挥。充分整合党建、综治等信息系
统和平台，达到实时监控、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实现
统一入口、综合研判、联动流转、及时反馈，提高疫情
防控综合管控水平。成立“一把手”任总指挥的疫情
防控指挥部，按照网格化管理分工，把辖区划分为“十
个战区”，领导班子成员任“战区司令”。该办事处党工
委书记潘福东带头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动员2700多
名党员干部取消假期，第一时间冲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一个网格管基础。突出做实做强网格管控，实行
领导班子包“战区”、机关党员包社区网格、社区党员
包小区网格的党员联动协防制度，织紧织密疫情防控
网。充分发挥办事处 5个督查组作用，查问题、找短
板、抓整改、弥不足，对落实不力的单位和人员进行严
厉追责问责。

一套机制管长效。及时梳理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
好经验、好做法，建立务实管用高效的运转机制，提升
疫情防控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建立领导班子抽查、定
点巡查、联合督查相结合的联动推进机制，制定“十有”
和“两查一测一消毒”防控措施，实行24小时巡防，压
紧压实防控责任，确保防控“无死角”“全覆盖”。

唱响“党旗颂”筑牢群防群治“安全网”

以党建引领网格化疫情防控为主向，整合公
安、司法等力量，打造“红色平台”，实现疫情防控与
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四融
合”。

建强了“红色阵地”。加强社区规范化建设，建立
网格化管理例会制度、社区党建协调制度、联席会议
制度，推行网格员定期走访、挂牌上岗、限时办结、首
问负责、快速处置等工作法，做到“五必清、六必访、七
必查”，营造“群众走进社区，党员走近群众”的良好氛
围，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
织密“红色网络”。把网格内的党员群众全部

“网”进党组织管理，有效解决基层突出问题，构建了
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小区楼院党员

“四级网络”组织体系。
培育了“红色头雁”。树立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

量，正向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忠诚担当，凝聚强大工作
合力，提升综合治理能力科学化、精良化水平，为全面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坚实基础。

激活了“红色细胞”。以分包网格的党员干部和

网格党组织负责人为骨干，引导无职务党员、在职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两新”组织人员等全面参与疫情
防控，组建疫情防控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持续开展疫
情防控“大走访、大巡防、大化解、大宣传”。

延伸了“红色管理”。充分发挥网格员优势，实施
“党员+网格员+物业人员”联合“作战”模式，及时了
解群众诉求，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动态掌握重点人群
信息，跟踪做好密切接触者管理，利用“掌上网格”实
时上报至新城智能网格化管理系统，实现社区不漏小
区、小区不漏户、户不漏人的管护效果。

搭建“连心桥”织密线上线下“防护网”

依托政务服务平台，推动便民服务向基层延伸，加
强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打造综合防控平台。

“全域宣传”凝共识。开展立体化、多形式的宣
传，在全市率先向居民发放公开信，利用“小区大喇
叭”、宣传横幅、沿街电子屏等，循环宣传防控政策和
要求，营造防控氛围，达到随处可闻、铺天盖地的效
果。同时，组建党群疫情防控义务工作队，变被动防范
为主动防控。

“自治组织”强信心。依托“睢阳红e”综合管理服
务系统，有效利用党建管理、宣传教育、便民服务、网络
办公“四位一体”的智慧党建平台，充分发挥小区业主
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作用，及时发布疫情防控知识和
正规信息，增强群众决心和信心，筑立起疫情防控的

“防火墙”。
“四个结合”全排查。将排查“重点地域”返乡人

员，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平安建设大走
访、信访维稳、环境卫生整治“四结合”，逐户走访登记，
建立详细台账，做好重点人群思想引导工作，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当好五员”暖民心。每天一个慰问电话，每天一
次门前消毒，每天一次物资保障，每天一次垃圾清理，
给予隔离人员实实在在的关怀，让隔离群众感受党和
政府温暖，同时，做好他们的代办员、跑腿员、消毒员、
采购员、清洁员，确保隔离不隔“心”。

“智慧管理”优服务。加固小区“安全网”，延伸
和优化网格化管理“末梢神经”，采取“1+N”联合服务
模式，引导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推行中原智慧社
区管理系统，供居民免费使用。设定防控要求和标
准，居民扫“码”出入，避免共同纸笔的交叉感染风
险，解决出入登记信息难、出行效率低等问题，使居
民更安心。

春来又是好光景。如今，新城街道办事处正依托
“党建+一中心四平台”新型社会治理服务体系建设，
聚焦睢阳区古城复兴、乡村振兴、产业集聚区二次创
业、中心城区辐射带动和民生民计改善“五篇文章”，积
极探索“党建+12345+网格化”管理模式，提高基层社
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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