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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分类施策 立体宣传 落实长效

南苑街道深入开展“平安余杭我参与”主题活动
今年以来，南苑街道以“人人参
与平安建设，人人共享平安成果”为
工 作 目 标 ，坚 持 党 建 引 领、分 类 施
策、立体宣传、落实长效，针对新余
杭人、企业职工、沿街店铺业主等参
与率较低的情况，积极寻找工作突
破口，深入开展“平安余杭我参与”
主题月活动，不断提升知晓率、满意
率、参与率。
在今年第三季度电话测评中，
南苑街道安全感满意率达到 99%、
知晓率 77%、参与率 68%，群众参与
平安建设力度明显提升。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汤水根

健全举措
落实长效机制

党建引领
推行组团联楼
街道先后 6 次召开专题会议，深入
分析平安建设工作现状，充分考虑街道
地理位置、人口基数、宣传发动等方面
的因素，研究布置开展“平安余杭我参
与”主题活动，确保不折不扣完成区级
下达“平安余杭我参与”主题月各项活
动。
推行“组团联楼”。针对辖区楼宇
较多的现状，在“组团联社”基础上进一
步创新举措，大力推行“组团联楼”工
作，由组团长负责对辖区 25 幢重点楼
宇、4 个商业综合体进行组团联楼走访，
发动楼宇内部人员宣传参与街道平安
建设活动。同时，依托“组团联楼”机
制，调动楼宇业主、入驻企业、物业、属
地社区等力量，组织开展楼宇非法集资
企业排摸走访。
抓牢“骨干力量”。重点发挥党员、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宣传发动、带头参与
的作用，组织骨干企业、居民代表、沿街
店铺经营户等各类人员，以现场授课、
现场学习等多种形式，使他们认识到什
么是“平安三率”工作，如何参与平安创
建工作。

街道启动社会治安专项整治行动

分类施策 力求取得实效
城 市 社 区 重 点 抓“ 居 民 体 验 式 参
与”。注重群众“体验式”参与，在街道辖
区内 105 个小区、43 家企业、25 幢楼宇开
展消防演习。通过消防演习，带动小区
业主、保安、楼宇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并
在现场同步做好平安宣传工作，提升平
安工作参与率。
农村社区重点抓“新余杭人知晓”。

针对农村社区外来人口多、出租房屋多
的现状，街道结合流动人口暂住证办理，
民政、劳保等事务办理，对相关人员进行
面对面宣传告知。同时，由社区组织人
员力量，重点对出租户进行上门走访，实
现平安建设户户知晓、户户参与。
企业重点抓“强化主体意识”。针对
较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由社区先向企

坚持“任务包干”。为确保活动实效，
根据各社区人口数，包含流动人口数据，
合理设置每日各社区的目标任务，并以志
愿汇新增发动数为依据，压紧压实工作责
任，把社区、网格、党员、志愿者等力量真
正发动起来。
开展“每日晒绩”。街道每日将社区
每日完成情况，在街道钉钉群内“晒绩亮
分”，有效调动社区积极性，营造比学赶超
的平安建设工作氛围。
落实“指导检查”。组织街道综治、安
监、经发、文体等科办人员力量，着重开展
消防、食品安全、宗教、文化场所等安全隐
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及
时牵头督促各线、社区按时整改。截至目
前，已发现并完成整改隐患 497 处。
实施“督查反馈”。专门成立街道督
查小组，每天分 3 组力量，对各社区平安
宣传发动工作开展督查，针对工作发动不
力、举措不到位等情况开展自查，并进行
内部通报，做好、做实“平安余杭我参与”
主题月期间的各项工作。

业主进行宣传告知，提高企业业主安全
生产意识，强化主体意识。同时，抓好关
键力量，落实各企业内部安全专管员统
一负责落实宣传及内部巡查，对企业内
部员工进行宣传，并由社区网格员定期
回访测试宣传成效，确保主体责任落实
到位。

街道开展夜间安全秩序排查

立体宣传 实现全员告知
“驻点式”宣传。以社区为单位，每
日安排社区干部、网格力量、志愿者在居
民小区主要出入口、社区、楼道等处设
点，以填写平安问卷调查赠送宣传小礼
品的方式，
激励居民群众积极参与。
“寓教于乐式”宣传。结合各社区举
办的文体活动、公益活动，将平安创建内

容一并结合，现场以挂横幅、发放平安宣
传资料、志愿者一对一式宣传等方式，让
社区居民参与平安创建工作。
“上门入户式”宣传。在传统入户宣
传的基础上，由社区组织志愿者在晚间
对居民常去的场所开展宣传，如组织人
员力量前往健身苑点、跳广场舞场所、老

年活动室、棋牌室等人流量较多的场所
开展集中宣传。
开展“传统式”宣传。利用农村宣传
橱窗、文化礼堂等阵地，张贴平安建设宣
传海报，播放宣传短片，并通过微信、短
信等线上宣传发动，做到宣传的铺天盖
地。

洋头坝社区开展消防模拟演练

村规民约制定好 如何执行要动脑

黄湖镇青山村设“青山祠评”文明乡风评出来
祠堂，作为宗族祭祀、议事、奖惩的场所，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如今，这一民间议事模式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黄湖镇青山村创造性地运用这
一祠堂议事体制，
设立
“青山祠评”
，作为本村的村规民约执行情况评价机制。
记者 沈黎勇 通讯员 李宁宁 王静

来自甘肃的张海江自 2015 年来到青山
村至今，一直租住在东坞的农户家。近日，
祠评小组来到家里对他的村规民约执行情
况进行了评价，根据评价标准，对他存在乱
挂乱晒、庭院杂物堆放不整齐等不符合村规
民约的情况进行了善意提醒。
今年 7 月，青山村修订完成了村规民
约，但在推广和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如何
才能知道村规民约执行得好不好”成了摆在
青山村村民面前的一个难题。于是，在经过
多方讨论之后，
“ 青山祠评”在青山村诞生。

该评价机制在参考其他民间评价机制的基
础上，根据村规民约执行的特点和本村实
际，对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内容和评价
方式进行了调整和创新。

评价主体新
今年 3 月，金方妹随着杭州融当代艺术
设计中心的搬迁来到青山村，
“青山祠评”招
募祠评小组成员时，
她马上报了名，
并入选。
近年来，青山村通过“生态+开发”引进

了一批优质的项目和人才，许多新青山村人
在此定居，因此祠评小组中除了村干部、乡
贤、党员之外，还特别邀请青山村开发过程
中新定居于此的新青山村人代表加入祠评
小组，参与对村民的评价。

评价对象新
“青山祠评”开始之后，张海江作为新
青山村人被纳入了祠评范围，他说自己有
了更强的融入感，今后也会遵守村规民
约，为青山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评价小组除了以户为单位对青山村村
民进行评价外，在村住满 6 个月以上的新青
山村民也被纳入村规民约执行情况的评价
范围，做到了新老居民一视同仁、统一标准。

评价内容新
“青山祠评”将村规民约作为最基础的

评价指标，还加入了标准更高的加分项，比
如义务献血、扶贫帮困、志愿服务、公益活动
等真善美行动和主动报名河长、路长等弘扬
正能量的行为以及受中央、省市区镇级的表
彰等。
用一种文明的方式去推进文明，用榜样
的力量引导村民向上向善，
“青山祠评”深入
人心。

评价方式新
“青山祠评”放弃以往一次性的评价方
式，采取了动态多样化的评价方式。一是集
中评审，以户为单位，整个青山村分 3 个片
区。每季度在每片区抽取四分之一合计大
约 200 户的家庭由评价小组进行一次集中
评审；二是平时评审，充分发挥一户一档
的户档案作用，将户档案作为日常村民执
行村规民约情况的依据，由评价小组开展
不定期抽查；三是意见反馈，在辖区内民

宿、农家乐、融设计图书馆等游客集中区
域放置融合了环境整治、乡风文明等内容
的青山祠评意见建议反馈表，定期采集意
见反馈。
据悉，从 10 月 29 日召开青山祠评动员
会至今，祠评小组已完成第一片区 130 户青
山村村民和 18 户新青山村村民的评价。针
对祠评结果，
“ 青山祠评”还设置了奖惩机
制：一是对评价优秀的村民，在公开栏、宣传
栏等进行宣传，为季度“美丽示范户”颁发荣
誉证书并给予物质奖励，年度“美丽示范户”
则可以在享受季度美丽示范户奖励的基础
上，优先享受村集体福利、优先参加村集体
评优评先活动；二是对评价落后的村民，情
节较轻的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改正，对情
节严重的，在村集体福利享受、评优评先等
方面给予约束，切实增强村规民约的权威
性。

基层理论宣讲品牌展示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中泰“笛乡情”理论宣讲团打造多个特色宣讲品牌
探索成立宣讲工作室
理论宣讲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重要途径，也是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
量、引 导 社 会 舆 论 的 一 种 思 想 教 育 方
式。中泰街道于 2016 年成立“笛乡情”
理论宣讲团，骨干成员 10 名，并吸纳了
14 位村社书记参加。秉承“一花独放不
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工作理念，
“笛
乡情”理论宣讲团充分发挥中泰特色，吸
收优秀宣讲员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
的各类特色宣讲，形成了小雅理论宣讲、
绿色中泰环保宣讲等极具代表性的宣讲
品牌。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胡炳华

“笛乡情”理论宣讲团参加宣讲比赛

“笛乡情”宣讲团依托鲁卓雅、张艳等骨
干成员的带动，多次获得宣讲比赛佳绩。鲁
卓雅宣讲的《绿水青山建设金山银山》曾获区
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基层理论宣讲
比武一等奖；董莲的舞台剧《不忘初心，走好
自己的长征路》获中泰理论宣讲第一名……
一花独放不是春。中泰街道把握当前
理论宣讲受众差异化、分众化的特点，决定
探索成立理论宣讲工作室。今年 9 月，中泰
街道小雅理论宣讲工作室成立，这也是我区
成立的首个理论宣讲工作室。工作室结合
本区域实际，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
决策，以及中心工作、先进事例等为中心确
定宣讲主题，在基层实行巡回宣讲，在宣讲

过程中宣传小雅理论宣讲工作室的宗旨和
工作制度，以此来吸引和挖掘更多宣讲人才
的加入。成立两个多月来，工作室已发展年
轻宣讲成员 3 名，
开展多场形式多样的宣讲。

创新多种宣讲形式
在实际宣讲工作中，
“笛乡情”理论宣讲
团以讲故事、三句半、脱口秀等表演的形式
开展，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更接地气的
形式深入到群众中，
增强了宣讲影响力。
利用周三夜学时间，小雅理论宣讲工作
室在石鸽社区文化礼堂开展进社区的第一
场巡回宣讲，街道工作人员、村社两委班子
成员都纷纷参加，工作室的四位年轻人逐一
登台宣讲了《吾心归处即吾乡》
《做合格的青

年人》等，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此外，中泰“笛乡情”讲师张艳推动的垃
圾分类环保宣讲，也颇具特色。她通过设立
“资源银行”
“幸福大管家”
“迷你朴门”
“新明
小当家”等多种接地气的宣讲载体，将枯燥
的环保理念以新颖的方式呈现出来，扩大了
中泰垃圾分类的宣传氛围和影响力。在宣
传方式上，张艳采用互动式的宣讲新方式，
使受众亲身参与其中，提升了宣讲成效。
如今，宣讲团队走出中泰，来到杭州主
城区、富阳等地，宣传足迹遍布学校、村社、
企事业单位、职能部门等。截至目前，已累
计开展宣讲 80 余场，尤其是对中泰农村的
垃圾分类宣讲，遍布了 13 个村社，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品牌，并成为入驻阿里公益的 9 家
平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