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三个全域”建设 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

每年有上万游客来到仁和街道普宁村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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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四大效应”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版

这是临平街道在今年全省建设平安浙江工作会议上，交出的一份漂
亮的平安报表，这份关乎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报表得到省委书记车俊

的肯定。
正如，一个地区真正的长治久安并不是表面的风平浪静，

而是拥有让事情总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能力。近年来，临
平街道始终把平安建设“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

上”，充分发挥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石效应、敏感效应、规避效应、能动效
应”，全面筑牢平安建设防线，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版，进一步提升
了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近年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办、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杭州市委、市
政府的领导先后16批723人次莅临调研、指导，给予鼓励和鞭策。同时街
道还荣获全国和谐社区示范街道、浙江省城市党建示范街道、G20峰会维

稳安保省级先进集体、全国“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余杭争作“全省榜
样”模范集体等诸多荣誉称号。被《法制日报》《中国日报》《浙江法制报》、
人民网等中央和省、市媒体报道，先后接待全国各省、市、地、县前来学习
交流276批次9660余人次。

记者 李书畅 陈坚 通讯员 何晓铭

一年以来，临平街道各类治安刑事案件下降28.2%；信访案件下降17.3%；矛盾调处案件下降21.6%；重点事化解率提
升35%；“平安三率”提升11%；群众对辖区治安安全、环境安全等满意率测评达97.37%……

临平街道下辖15个社区，本地加外
地人口共 7.1万，其中，外来人口占比近
40%，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城市型街道。

街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完善
以党工委书记为组长、由平安线牵头、各
职能科室、社区、基层站所协同作战的工
作机制，制定平安建设重点任务清单，逐
级分解，凝聚起各方力量，全面压实责
任。

街道率先建立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
心，结合“最多跑一次”，设立办事窗口，
提供 146项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不
出街道，全省首创并累计培育22个冠名
党员服务站，免费为群众提供生活、文
体、调解等7大类便民服务。

截止目前，街道党工委下设基层党
组织 35个，共有党员 2134名，全面推广

“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道党小组”
的“一核多堡”社区党组织体系。

依托“一社区一机关”党组织结对共
建、在职党员“双报到”等载体，弥补社区
资源不足、权小责大的短板，建立 79个
网格支部，由网格支部书记兼任网格长，
街道机关干部兼任网格指导员。

加强民主协商，将基础设施、环境卫
生、工程施工等居民群众最关心的事作
为协商重点，通过“民事民提、民事民议、
民事民管、民事民决”工作机制，逐渐使
群众从“站着看”，变成“跟着干”。

去年7月23日下午2点，邱山
大街网格员在邱山菜场附近巡
查，发现一处疑似“低散乱”涉嫌
非法食品加工点，于是立即通过
手机APP，发送现场照片及文字上
报临平街道“四个平台”指挥中
心。中心工作人员立即对上报信
息进行分析，并将情况下发相关
科室，经短暂会商后，经发科、食
安办、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前往
现场开展检查，确认经营业主涉
嫌无证无照经营食品加工，现场
开具限期搬离整改通知书。而在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发现该
食品加工点搭建的彩钢棚涉嫌违
法建筑，现场通知拆违办进行处
理。拆违办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
场进行确认，认定其为违章建筑，
并立即予以拆除，整个动作一气
呵成，从发现到取缔拆除才花了2
个小时。

近年来，街道依托“综合指挥
室+四个平台+全科网格”体系，充
分发挥专职网格员和专业执法力
量，加大对隐患问题的检查整改
力度，形成“信息收集——分流交
办——执行处置——日常督办
——信息反馈——督查考核”的
闭环管理。同时，列出“责任、检

查、督办、执法”四张清单。把平
安检查具体项目细化为“责任清
单”，列入网格和行业主管部门的

“检查清单”，检查发现的问题转
为“督办清单”，督促企业整改；对
企业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则
转为部门的“执法清单”。

当记者走进临平街道社会服
务管理中心一楼办事大厅，综治
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
服务四个平台的牌子醒目地挂上
各职能窗口上方，大厅秩序井然，
工作人员精神饱满地正在忙碌，
接待前来办事的群众。

在综合信息指挥室内，工作
人员正紧张处理刚刚上报的信
息，并向相关职能部门窗口发出
指令。这里担任的是研判分析和
任务指派，建立信息汇总分流、矛
盾排查分析研判机制，对各渠道
各类信息及时进行数据分析、跟
进处置，直至上报的问题得到妥
善化解。

记者在指挥室大屏幕上，看
到街道辖区所有网格、房屋、业务
数据等都在这“一张图”上显示，
就连网格工作人员日常巡查轨迹
和工作记录一目了然，事件处置
是否形成完整闭环，可以实时得

到监督完善。
街道依托省平安建设信息系

统、平安检查 APP及余杭区基层
治理综合信息系统，导入底数清
单和检查标准，实现“线下检查、
线上勾选、检查完毕、点击提交”
的便捷操作。网格员在一线工作
时，全面运用基层治理手机 app，
融合多项采集功能，可以实现一
站式采集数据、上报信息功能，业
务工作、基础数据等，在隐患排
查，事故预防上，力求达到最好的
备战效果。

此外，还将社会治安、数字城
管、金融系统、学校、危化物品单
位等280多个视频监控信息，全部
接入综合治理指挥室，对辖区范
围内的重要地段、重要位置进行
实时监控，提高矛盾纠纷发现和
处置效率。

街道“四个平台”集聚公安、
城管、国土、市场监管、司法、交
通、环保、人社、法院、国税、地税、
住建等12个区级部门基层站（所）
100余名执法力量，人员变身街道
干部，强化街道统筹协调和综合
管理能力，形成街道社会治理的

“一盘棋”。

“谢谢！谢谢你救了我女
儿！”，去年8月份市民张女士就带
着锦旗来到临平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邱惠良办公室一个劲地道谢。

记者了解到，起先张女士的
婆婆经常去保健路上一家保健用
品店听免费讲座，被商家诱导从
店里陆续买了高电位治疗仪、羊
奶粉、松茸菌等各色保健品，花费
了近5万元。

更有甚者，在暑假期间，张女
士婆婆还将自己 5岁的女儿也一
并带去听课、做电疗、吃保健品。

张女士在了解到随意电疗可
能对孩子发育产生较大伤害后，
对婆婆苦苦劝说，但老人完全不
听。无奈之下，张女士于 8月 2日
上午10时尝试着向临平街道综合
执法平台求助。

仅1小时后，张女士就得到平
台最终反馈：冠星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涉嫌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
费者已被临平市场所立案调查，
现场24台高电位治疗仪被当场扣
押。老人总算明白被骗了，临平
街道高效执法也让张女士激动万
分，于是出现了上述一幕。

自2018年7月28日区市场监
管局召开“会议营销”整治工作动
员会以来，临平市场所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依托临平街道综合执
法平台，针对本地保健品会销虚
假宣传取证难等新情况，参照食
品安全监管“四个最严”的要求，
做好“四个全覆盖”检查工作，集
中开展保健品会销“清零”行动，
临平街道“重灾区”保健路上保健
品违法会销现象基本销声匿迹。

街道以下沉部门+职能科办
联合执法的模式，对老旧小区“僵
尸车”、非法办学、网络借贷、餐饮
油烟排放、小区消防通道管理、

“三合一”场所查处等 13项“灰色
地带”进行专项整治，解决各类安
全隐患问题380余个，有效保障了
辖区社会稳定。同时，把“扫黑除
恶”宣传、消防安全、食药安全检
查等内容纳入网格任务，依托基
层治理四平台，及时发现、处置热
点难点问题，实现“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

街道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
设，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
移，抓住村社和网格两个末端治
理重心，使基层治理由村社和网
格主导，发挥其基础性和关键性
作用。

构建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全
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
程序化，积极搭建以居民议事会

和村务监督委员会为核心的社区
社会治理平台，确保居民对社会
社区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
权，社区政务公开透明。确保社
情民意第一时间收集、民生事项
第一时间办理、群众诉求第一时
间回应、矛盾纠纷第一时间跳出、
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消除。

深化网格支部“五个一”制
度，优化组织架构，分类推进实
施，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建
立“人员熟、地方熟、情况熟”的专
职网格员队伍，发动党员骨干、村
（居）民代表、小组长、楼道长、“两
代表一委员”、各类志愿者担任兼
职网格员，并进行实名认证。

据了解，街道当前共有 70名
专职网格员和5400多名兼职网格
员，他们用“双脚丈量民情、眼睛
发现问题、出手解决问题”。为了
进一步提高网格员的工作效率，
街道梳理制定专职网格员信息采
集、隐患排查的20项任务清单，明
确具体工作标准，多层面开展“一
长三员”以及下沉部门人员业务
培训，还将 20项任务清单编成朗
朗上口的顺口溜，确保每位网格
员清楚了解网格任务“做什么、怎
么做、做到什么程度”。

“工作干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街道始终坚持民生导向，着力推进共建
共治共享。组织开展平安宣传主题月
活动，在辖区电梯和沿街店铺张贴海报
等形式，广泛普及平安（安全）知识；同
时，发动群众开展安全隐患随手拍、参
加“平安三率”线上测评，营造群众广泛
关注平安建设的浓厚氛围。

街道建立健全党工委领导、群团组
织为纽带、行业主管部门协同、社会组
织为依托的“平安余杭我参与”工作体
系。开展“户户发动”活动，通过多种方
式，发动辖区住户、企业、沿街店铺等人
员广泛参与平安创建，群众参与率达
90%以上。

街道每周召开网格工作例会；每月

召开平安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复杂疑难
问题；遇到突发事件或其他急需协调处
置的事件，随时召开应急会商会议，确
保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镇街对下沉站所中层干部任免要
求和程序进行明确，并由街道制定下沉
站所年度考核办法并开展考核。

“平时为掌、战时为拳”专职网格员
由街道把好用人关和考核官，平时由社
区进行日常管理。根据网格任务清单
制定网格考核办法、专职网格员星级管
理办法和兼职网格员指数积分管理办
法，建立专职网格员五星十二级的薪酬
体系，配备工作装备七件套，全面激发
网格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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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效应
“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大党建统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敏感效应
“综合指挥室+四个平台+全科网格”

全面筑牢平安建设第一道防线

规避效应
“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把问题解决在当地

能动效应
“群众张嘴、干部跑腿”

将平安指挥棒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非法办学现场执法联合整治小区车库出租经营问题保健品会销综合执法联合执法取缔无证无照夜宵摊

杭州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暨“四平台”建设推进会在临平召开

四平台多部门联合普法行动

专职网格员走街串巷巡逻

沿街店铺安全检查 复兴弄网格开展烧烤店垃圾污染民主议事会

临平鸟瞰图

综合信息指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