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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引擎”激发城市治理新活力
——看许昌市魏都区如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居家式养老、网格化治理、“一

站式”服务惠民便民、“一网式”通办

高效快捷……走进许昌市魏都区，

近年来身边悄然发生的这些变化，

无不让群众拍手称快。而这些幸福

感来自何处？答案就是以高质量党

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魏都区地处许昌市主城区，城

镇化率达到96.3%，从党建维度看，

是典型的以城市基层党建为主的城

区。去年以来，魏都区把握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建为引领、服

务为先导、便民为核心、幸福和谐为

理念，深入推进“创建五好党组织、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示范行动（简称

“创五好、强双基”示范行动），构建

了全区域统筹、多层级联动、各领域

融合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不仅

让居民群众有更多幸福感和获得

感，也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魏都区西关街道许烟社区党支部书记侯晓
一忘不了自己走马上任时，社区办公还局促在
一个只有两间房的车库中，“赶到群众办事集中
时，排队的长龙顺着道路排到居民院子里”。

可如今，这个昔日办公面积不足80平方米
的小社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成为许昌市
阵地面积最大的城市社区，以往社区建设不规
范、功能不完善的局面一去不返，不仅社区干部
服务群众更有底气，还吸引了许昌城市基层党
建学院落户此地。

“我们对标社区创‘五好’的要求，聚焦聚力
‘头雁作用发挥好、职业队伍建设好、阵地功能
发挥好、基层治理能力好、服务群众实效好’等
5个方面，让居民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需求都能
在‘家门口’得到满足。”侯晓一说，现在社区设
有便民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
等“七中心”，实行‘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
为群众办理50多项审批和便民服务事项；室外
球场、群众文化大舞台，活动场地达到 1.8万平
方米，成为群众的健身“打卡”地。

作为一个典型的企地共建社区，许烟社区
所辖的2250户居民中，80%以上为许昌卷烟厂
的离退休职工及其家属。为了实现“创五好、强
双基”的要求，他们积极落实“双报到、双报告、
双服务”（驻区单位党组织到社区报到，在职党
员到社区报到；驻区单位报告参与共驻共建情
况，在职党员报告参与社区活动情况；驻区单位
和社区相互服务），先后有许昌卷烟厂、许昌市
中心医院等4个共建单位的5个党支部、481名
党员到许烟社区报到，参与社区活动。

在上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他们与许昌卷
烟厂签订共驻共建协议，利用许昌卷烟厂的场
地资源，强化阵地，提升服务，构建起党建引领、
社区协调、群众参与、共驻共建共商共享的社区
治理新格局。

抓基层基础，要做优社区、做强街道。“市
委、区委依法授予街道党的建设、统筹区域发展
等 7项能力；下沉街道 50项业务审批事项，下
沉社区44项业务审批事项，全面支持我们开展
工作。”五一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康蕊说。

按照“领导班子好、队伍建设好、发展质量
好、基层治理好、服务群众好”的乡镇“五好”标
准，魏都区委减少了街道 22项考核任务，取消
招商引资任务，“文件会议”同比下降 30%以
上，取消社区 14项评比达标事项，通过“减负”
让街道社区腾出更多精力凝聚群众、教育群众、
服务群众；在增效方面，通过赋权、扩能、减负，
真正使街道聚焦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主责主
业，实现了“机关围着基层转，上级围着下级
转”。

“基层‘减负’，减的是负担，不减的是责任，
松绑的是形式主义的束缚，拧紧的是实干担当
的状态。”康蕊介绍，五一路街道健全完善了市、
区、街道、社区、网格、庭院、楼栋七级城市基层
党建联动体系，许昌市政府办公室、魏都区财政
局等 26家单位的 1023名党员到社区报到，签
订双向服务清单 34项，许继花园 10部老旧电
梯更换、街头游园建设等一系列难题得到解决，
在党建融合、工作融合中实现“满园春色”。

共驻共建共商共享
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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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要是放在从前，得跑好几趟，好

几个工作日才能办好。”10月19日，赵海潮拿
着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等材料，到西大街
道府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理二孩生育证，
从录入信息到办理完成，仅用了3分钟。她
禁不住感叹：“现在办事儿可真方便！”

赵海潮在家门口体验到的便捷与高
效，得益于基层社区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更得益于魏都区“五网融合”智慧党建平台
的运用。

“平台整合各职能部门资源，由基层党
建、社会治理、行政审批、社区管理、便民服
务五大系统组成，实现了‘社区信息一网采
集、社区事务一网办理’。”府后社区党支部
书记菅聪聪说，“现在，从优抚低保、劳务保
障，到计划生育和各种缴费代购等，群众不
出社区都能快速办结。”

为了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厘

米”，魏都区按照 200户到 300户的标准，
将全区 86个社区细化成 620个责任网格，
将全区 58个职能部门的 62项工作任务全
部落实到网格，实行网格“日巡查、日报告”
的工作制度。

“每天上班，我都会先用网格手机签
到。”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区党委
副书记万微微说，社区干部或网格长在网
格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矛盾纠纷、城市管理
等问题，会第一时间以图片加文字的形式
上传到“五网融合”智慧党建平台。基层能
够解决的就立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利用
平台直接上报至各职能部门。

“责任单位会在规定时间内办理事件
并将办理结果反馈至系统平台，平台还会
对每个事件当事人进行电话回访。”万微微
介绍，通过平台，不仅形成了发现问题、处
理问题、反馈结果的闭环，还免去了社区干

部层层上报的麻烦，提高了工作效率。
七一社区居民寇素琴阿姨对平台的运

用非常满意。“前一段时间，我们家属院的
垃圾无人清运。我们把问题反映给网格
长，很快垃圾就被清走了。”寇阿姨说，这些
年，从停车难到广场舞扰民等，小区里好多
烦心事都这样被化解在“网上”。

通过民生大数据监督平台的终端，居
民不仅可以查询相关政策，了解民生资金、
三资公开情况等，发现问题还可以一键举
报至相关部门；居民的手机上，各种智慧社
区 APP、公众号、便民服务微信群等，让大
家足不出户就实现社区事务一点即知，发
现问题一说就办……

“一屏观全域，一网管全城。”魏都区委
社区工作委员会主任柴凤祥说，魏都区“互
联网+大数据”与基层社区治理的深度融
合，已经体现在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

“五网融合”彰显魅力 从“最后一公里”到“最后一米”2

15分钟能干什么？在魏都区，不少居
民这样回答——

“公园健身！”退休职工胡晓伟快人快
语。每天一早，他总要去西湖公园锻炼，“这
是‘家门口’的免费‘健身房’，玩一玩健身器
材，打上一趟太极拳，浑身轻快！”

“读书充电！”赵丽君是魏都区智慧阅读
空间的常客，她感叹新变化：“出了小区就入
书海，刷下身份证，琳琅满目的书籍随便
看。”

“去生鲜店买菜！”65岁的王玉华爱逛
小区旁新开的便利店，“鲜菜有几十种，还能
送货上门，10多种服务全免费，格外方便”。

“15分钟健身圈”“15分钟阅读圈”“15
分钟便民圈”……一个个“为民服务圈”，映
射出魏都百姓的幸福生活。“老许昌”苏金昌
说：“是创新社区基层治理带来了城市蝶变，
让居民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魏都区委把社区党建作为核心主题，把

服务群众作为基本职责，使基层党建在服务
发展中更有力、在服务群众中更有效。

“奋进正当时，党旗别样红。”魏都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申健民介绍，自2019年以
来，站在全国党建评比的舞台上，魏都区先
后获得了8项“国字号”荣誉，不仅展示了魏
都区党员干部勇争一流的时代风采，而且奏
响了魏都区以党建高质量引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奋进强音——

魏都区荣获“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实验区”称号，成为该批次河南省唯一入选
的实验单位；

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获得第九届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殊荣，成为许昌
市唯一的获奖单位、全省唯一的获奖街道办
事处；

魏都社区春晚荣获全国社区网络春晚
最高奖——“特别贡献奖”；

由魏都区委组织部上报的《党建引领构

建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案例，荣获“2019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创新案例”奖，区委组织
部负责人应邀出席第七届中国民生发展论
坛圆桌对话访谈，向全国介绍魏都的经验；

魏都区《“五网融合”智慧党建信息化服
务平台 架起城市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高速路”》创新案例荣获“全国优秀案例”
奖，成为我省唯一入选的县（市、区）；

党员电教片《永远的老妈妈》先后在 3
项全国性的大赛评比中斩获殊荣，进一步
擦亮了魏都党建的品牌……

“一项项‘国字号’荣誉的背后，彰显的
是魏都区党建载体品牌化、社区服务特色化
建设的魅力。”魏都区区长李朝锋表示，“有
了‘五网融合’，才有了‘网格一呼、马上就
办’的高效；有了‘居民公约’，才有了‘主动
参与、化解难题’的实效；有了‘创五好、强双
基’示范行动，才有了‘为民惠民、提升幸福’
的成效。”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今年以来，魏都区由区委组织部牵头，

组建“争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社区
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工作专班，制订工
作方案，倒排工期，目前正挂图作战，强力
推进创建工作。

在城市街道、社区，重点围绕“创五好、
强双基”活动，着力解决一批基层组织自身
突出问题和基层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全
面提升基层基础工作水平；

在机关，魏都区将今年确定为“机关党
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年”，推行“五化”管
理，防止出现“灯下黑”问题；

在学校、医院，该区进一步理顺党建工
作体制，做到党组织应建尽建，突出党组织

核心领导地位，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
战斗堡垒；

在新兴领域，该区积极探索“楼宇社
区”“商圈社区”“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支部
建在协会上”等党建模式，推动党的一切工
作进党支部见成效。

面对疫情，一个个佩戴党徽的党员冲
锋在前，在守土担责中彰显初心；在社区
庭院，一支支党员服务队问忧解难，在为
民服务中践行使命；在广场游园，一群群
舞蹈爱好者翩翩起舞，在欢声笑语中诠释
幸福……在党旗的引领下，古老而又充满
生机的魏都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城区面
貌日新月异，民生事业普惠群众，居民幸福
感、获得感等指标连续多年排名全省前

列。今年1至 8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7.3亿元，增长 0.3%；100个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202.6 亿元，占年度计划 85.5%；民
生 365 工程有序推进，完成序时进度 167
项，完成率达到96%。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党在城市工
作的基础。完善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体
系，关键在加强党的领导。”李朝锋说，魏都
区广大党员干部将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以务实的态度、从严的要求、担当有为的精
神，通过“创五好、强双基”等活动，全面提
升基层党建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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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
展的高质量。

许昌市民在魏都区文峰街道河西社区党群活动
广场跳舞健身 牛书培 摄

魏都区几位老党员在排练扇子舞 牛书培 摄

魏都区文峰街道河西社区志愿者张政威到庭院
走访 牛志勇 摄

魏都区西关街道许烟社区党支部和许昌卷烟厂
离退休党支部的党员，在党旗墙前面开展“党旗下我
们放歌”活动 黄增瑞 摄

魏都区延中社区高标准打造的延中居民之家 侯聪 摄

魏都区党建主题公园是集思想教育、休闲健身、文化传承、党建科普于一体的特色党建、爱国教育阵地 牛书培 摄

□董学彦 王烜 桑崇

社区党建享誉全国 坚持以居民获得感为落脚点3

凝聚干事创业正能量 全域争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