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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石头街道翠城社区将党建引领与街区网格化相结合

探索党建网格化解决基层民困
信 息 时 报 社 （ 记 者 卢 杰 ） 为进一
步加强党建引领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创
新，进一步整合社区党建资源，南石头
街道翠城社区将党建引领与街区网格
化相结合，充分发挥“党员服务队”在
社区网格化中的服务管理和推进作
用，成立翠城生活理事会，使得社区资
源配置更合理，工作服务管理更高效，
党群关系更密切，做到“有呼必应，一
呼百应”，打造共建治理格局。

义剪活动深受街坊欢迎。 社区供图

有呼必应，有难必帮
112人组成“党员服务队”，能
办“大事”也能解决“小事”
翠城社区党委书记邓庆疆向记者
介绍，翠城社区有在职党员 540 人，社
区党员 284 人。 翠城社区以党建为引
领， 把党员的力量深入到社区各个角
落，并强化党员志愿服务意识，成立了
一支 112 人的“党员服务队”。 它既能
集中办
“大事”，也能解决社区里的“小
事”。
据了解， 翠城社区辖内居住着
2000 多名长者。 为解决社区老人由于
子女上班吃饭不便的问题， 翠城社区
党委大力推动爱心配餐， 并组织招募
了由党员群众组成的志愿者， 为行动
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活动。
目前， 参与爱心配餐的志愿者有
58 人， 为 70 位老人提供爱心配餐服
务。 在翠城社区党委的组织下，每个月
还都举行一次义诊义剪活动， 除了来
到社区内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义剪活
动外，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党员志愿
者们更提供上门服务，体现“轮椅上”
的爱心。
此外， 翠城第一党支部书记何万
里在理事会群倡议， 添置几张石凳石
椅让社区老人有地方
“
歇歇脚”。 最终，
他与多位居民热心捐助， 共添置 6 张
石桌、石凳，解决了社区老人停歇的问
题。 翠城第二支部书记李玉祥组建
“
红
歌飘荡映翠城”合唱团，每周三在理事
会演唱，参加大型演出 11 次，让社区
传承红色基因有了带头人。 翠城第四
党支部书记黄健成牵头推进电梯加装
工程，在理事会平台上找到律师、住建
局的业内人士， 学习相关流程和注意
事项。在他的努力下，基建新村二街 13
号电梯加装工程顺利动工， 为翠城社
区旧楼加装电梯创造了范例。
“我们是党员， 服务群众义不容
辞。 只要群众有需要， 我们就会站出
来。 ”一名经常参加志愿活动的党员对
记者说。

珠江医院医生来到翠城社区进行义诊。 社区供图

设 立 岗 亭 后 ，基 建 新 村 车 辆 乱 停 放 的
信息时报 记者 卢杰 摄
现 象没 有 了 。

一呼百应，八方合力
结合在职党员各类专业特长，编制人才库，为化解社区矛盾出力
翠城生活理事会是在南石头街道党工
委指导下， 翠城社区党委领导成立的社区
共建共治共享平台。 它为社区居民提供了
凝聚力量的平台， 结合在职党员各类专业
特长所编制的人才库， 加入到固有的网格
化中，壮大社区网格力量，更有效地化解社
区重大矛盾问题。
基建新村车辆乱停放问题持续多年，
为基建新村的居民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
患。 今年 6 月，由南石头街道党工委牵头，
翠城生活理事会联系了海珠区交警， 街道
城管、安监、执法队及基建新村原相关公司
的相关负责人共同协商处理， 对乱停放行
为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如今，停放多年的僵
尸车大多已被清走； 基建新村路口还设立

了岗亭，对出入的私家车进行登记，车辆无
管理、乱停放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8 月 14 日， 为彻底解决基建新村车辆
乱停放， 翠城生活理事会组织文艺汇演活
动，向基建新村居民发出每户每月集资 9 元
的倡议。 活动当日， 筹得专用款项 10057.5
元，并于 8 月 21 日向相关物业公司移交。
越和小商品城有 1800 多名小业主，但
该小商品城一直以来没有得到有效发展。
在是否盘活、怎样盘活的问题上，业主们产
生了严重分歧。 翠城生活理事会组织社区
的律师、退休法官、专区民警、街道综治办
商议、研究，两次组织业主代表到理事会协
商，求同存异，分歧逐步缩小，推动问题逐
步解决。

随呼随应，随叫随到
组建党员群、爱心配餐群等多个微信群，建立民情信息站
为了使居民能够更便捷及时地表达诉
求， 翠城社区在线上建立了多个微信群，
有翠城党员群、 生活理事会群、 珠江翠城
健康连线群、 爱心配餐群等等， 并将网格
化分布其中， 建立民情信息站。
目前， 翠城生活理事会 1 群、 2 群已
有近 700 人加入， 翠城社区党委可以通过
微信群快速收集和反馈居民群众各类需求
信息和辖区内的突发事件， 使得问题能够
快速地、 果断地得到妥善处理。
2019 年初， 有居民在翠城生活理事会
微信群反映身边出现了互联网租赁公寓。
这一情况引起了翠城花园住户的强烈反
对。 互联网租赁公寓是新生事物， 是否合

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居民生活 招商热线：
帮你精准锁定南石头消费人群 020-34323160
13926188921

法存在争议。 理事会组织公寓法人、 社区
律师、 居民代表进行议事， 最终公寓法人
同意把公寓的结构变更成普通住宅出租。
珠江翠城健康 连 线 群有 108 人 加 入，
其中包括 16 名专业医生。 通过健康连线
群， 居民们足不出户， 在手机上就可以获
得专业医生提供的医学常识与养生建
议。
此外， 在翠城生活理事会的联系下，
珠江医院更为翠城社区居民开辟一条生命
绿道， 在需要抢救时可直接打急诊科电
话， 急诊科医生立即抬着担架上门救人，
免去拨打 120 的调配时间， 规避堵车风险，
最大限度为危重病人争取抢救时间。

社区里的奇事怪事开心事， 街坊中
的名人达人好心人，请告诉我们。

党建网格化
给翠城社区治理
带来的启示
党建网格化的
推广， 实现了党的
组织和工作全覆
盖， 深化党建力量
进社区， 强化党员
服务， 实现从传统
工作管理向现代化
治理转变， 符合新
时代 发 展 需求 。
翠城社区结合
党建网络化治理，
多元主体参与， 提
升党群凝聚力， 改
进服务群众的方
式， 将党建网格化
与基层治理有效融
合起来， 让党建网
格化成为助推社区
发展实实在在的引
擎和保障， 推进社
区管理新模式的发
展。

新闻热线 ：13631439114
QQ：19249127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