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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网格 深耕网格

良渚吹响推进全域治理的集结号

本报讯 （良渚报道组 金晓榕 通讯
员 俞珠花） 为了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日前，良渚街道召开全域
治理推进大会，吹响推进全域治理的集结
号和动员令，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积蓄更
多向好向上的能量，谋划启动一场事关未
来的发展大计。
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
局方面，良渚进行了积极探索。新港村通
过“草帽议事、田头协商”这一机制，用老百
姓听得懂的话、易于参与的方式、看得见的
成效解决问题；良渚文化村社区通过推出
26 条《村民公约》、
“ 小区家委会”等做法推
动社区善治，解决城市社区“陌生人社会”
治理难题；警保联防联勤、
“良渚马帮”等治
理共同体的构建，进一步加强与基层治理
“四平台”的互通互联，搭建群众参与的线
上平台。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良渚社会治理破
题的关键就在做实网格、深耕网格，实现街
道、村社人员力量在网格叠加、工作在网格

联动、任务在网格落实，把“全科网格”这张
网织得细而又细、密而又密、实而又实。街
道着眼“三个全域”，立足实际，按照农村网
格、城市网格、专属网格等不同类型，精细
划分了 215 个网格，按照“一人一网格”的
要求，全体村社两委班子按认领“责任田”
担任网格长，全体组团联村社成员进驻网
格担任网格指导员，专业网格员按照网格
数量 1:1 配备。
织一张有党建灵魂的网。坚持把支部
建在网格上，强化网格支部在基层治理中
的领导核心地位，把网格党建与基层基础、
社会治理，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真正把“党
建+”这把金钥匙用活、用好。坚持“书记
抓、抓书记”机制，切实发挥网格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支部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和
支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员联户
常态化、制度化，让网格支部的政治功能和
服务功能有机统一，真正成为联系党员群
众的桥梁纽带。
织一张有平安底线的网。网格长是网

格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确保新增违章建
治”等工作落实落细，避免网格工作虚化、
筑、低散乱点位和暴露垃圾点位“零增长”，
泛化、空化。街道科办、下沉站所要按照
全面发动网格党员、小组长、楼道长、志愿 “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工作下沉”的要求，
者和群众的力量，持续壮大兼职网格员队
在上报事件处置、业务指导、执法支撑等方
伍，把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
面主动担当作为、提升服务质效，让网格
时间处置的要求落到实处。网格指导员是 “看得见管不着”
的事管得住、管得好。
业务条线全面融入网格建设的重要支撑，
织一张有服务温度的网。推动“三服
要发挥其专业优势，主动下沉服务，将联系
务”与网格工作长效结合，加快形成“网格
服务群众、加强基层党建、推进重点工作、
化、组团式、全科型、常态化”服务模式，实
指导网格管理等落实落细落到位，努力成
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全网联动”。网格
为“全科型”干部。网格员是做精做深全科 “一长三员”要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
网格的专业力量，要立足网格走访、信息收
势，当好平安宣讲员、源头调解员、志愿巡
集、隐患排查等主责主业，强化网格工作开
逻员、人民服务员，帮助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展、专业技能提升等方面的主动性，变“要
的痛点、难点、堵点，做群众的“贴心人”。
我做”
为
“我要做”。
通过不断完善服务机制，创新服务方式，丰
织一张有履职保障的网。让块抓条
富服务内容，持续用好组团联村、党员联
户、
“民情直通车”
“亲清直通车”等载体，听
保、条块联动的机制高效运作起来。块抓
守土尽责，各村社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做
民 声、解 民 忧 ，办 好 民 生 实 事 和“ 关 键 小
到村社工作和网格工作“一张皮”、业务工
事”
，
把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圆越画越大。
作和网格工作“一起抓”，将基础环境整治、
防违控违、平安综治、安全生产、
“ 五水共

忽如一夜春风来 良渚处处繁花开
本报讯 （良渚报道组 金晓榕
通讯员 金良瓶） 春暖花开之际，良
渚处处繁花点缀。
在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数百棵
樱花绚烂绽放，给春天涂上了一层
淡淡的胭脂。樱花大道旁，良渚文
化艺术中心（大屋顶）、晓书馆和樱
花融为一体。午后时光，樱花树下，
市民们或牵手赏樱，或结伴读书，拥
抱春光。
“桃花盛开桃林翩，桃花满园花
似仙。”良渚北草园的山坡上，姹紫
嫣红的桃花连绵起伏。这里曾是一
块处处是粉尘的矿山废址，2011 年
年初，大学生“村官”杨琪峰在这片
土地上创立了“北草园”，主要种植
水蜜桃、黄桃、蜜梨、台湾甜柿等。
在 2017 年的杭州市仙桃评比中，
“北
草园”牌水蜜桃荣获金奖，2018 年，
“北草园”牌鲜桃获评余杭区名牌产
品。
离北草园不远处，还有一片美
不胜收的桃林。花千谷的桃花在熬
过了一个冬天之后，竞相开放。站
在平台上远眺，上百亩桃树缀成粉
红与雪白相间的花潮，一阵微风拂
过，花香迎面扑来。走近一看，桃花
各有各的姿态，有的独开枝头，有的
“三五成群”
，像在窃窃私语。
还有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油菜
花，像是有人不小心把颜料桶打翻
了似的，不经意间染黄了村庄，染黄
了山野，染黄了大地……这些朴素
却又绚烂的金黄色小花，散发着迷
人的芳香，润了大地、醉了游人，为
春日里的良渚带来勃勃生机。

良渚交警中队多举措
开展电动车源头管理

良渚交警中队开展“源点授教”

本报讯 （良渚报道组 金晓榕 通讯员
谢宏剑 余国生）“看了触目惊心的视频，受
到交警的批评教育，才深刻意识到安全驾驶
的重要性。”
一位电动车驾驶员在良渚主要路
口接受“源点授教”后表示，以后一定要遵守
交通规则。
在严厉整治和密集宣传下，电动车事故
仍高居不下，违法行为仍屡禁不止，如何化解
这一乱象？近日，良渚交警中队通过具体分
析和研判，制定了针对电动车源头管理的新
举措。
“工程车存在‘驾驶盲区’，在右转弯的时
候，是看不见车辆右侧部分区域行驶的电动
车的。所以，电动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一
定要与工程车保持安全距离。”
中队采取工程
车“源点授教”
与电动车“源点授教”
同步开展
的模式，强化对电动车驾驶人的源头教育，警
示电动车驾驶员紧绷“安全弦”，切实提高交
通安全意识。
“源点授教”期间，中队秩序负责人牵头
带领宣传员及其他警力，在辖区事故易发路
口手执喇叭开展宣教，或录音循环播放交通
安全警示，制作摆放“防右”
宣传画板，重点向
电动车驾驶员宣讲工程车右转弯盲区风险，
教育电动车驾驶员注意观察和避让，做到“经
过路口宁停一分、不抢一秒。
”
截至目前，中队已开展 4 场“源点授教”，
发放电动车交通安全手册 400 余份，后期“源
点授教”
活动将常态化，形成“人人讲安全，人
人保安全”
的良好氛围。
“通过前期排摸，辖区内共有外卖、快递
企 业 20 家 ，电 动 车 外 卖、快 递 车 辆 有 1200
辆。”
良渚交警中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外卖、快
递小哥这一特殊群体的电动车安全驾驶宣传
教育非常重要。对此，中队召集动员各相关
企业，统一制作不同颜色的反光号牌，便于区
分车辆，号牌上注明企业负责人联系方式，以
“一车一牌，一人一档”的定人定车模式进行
规范管理。目前，
“一车一牌、一人一档”
首推
企业共有 17 家，其中 3 家企业 130 辆电动车
已安装上牌。
为了便于工作开展，中队还新建外卖、快
递企业微信群，属地街道相关人员、交通方服
务工作站、中队民警、宣传员及企业负责人在
群内共享实时信息、违法信息，通过对驾驶员
处罚和自律约谈等，加强外卖、快递小哥的自
我约束，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提高交通安全
意识。

拾金不昧好保安
抗疫一线当尖兵

良渚街道试行 AI 监察系统
大数据比对 实时预警 为监督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本报讯 （良渚报道组 金晓榕 通讯
员 金良瓶） 近日，良渚街道纪工委副书记
季媚在导入大陆村 2019 年银行流水数据
时，系统发出了警报声，页面随即跳出“大
陆村 2019 年 1 月 18 日有一笔 54600 元的服
务费未找到匹配的招投标记录”的字样。
经调查核实，这笔钱是大陆村举办“村晚”
的服务费，由于村干部没有经验，采用了直
接委托的方式，未及时提交良渚街道小额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领导小组讨论，导致系
统发出警报。这套系统是良渚街道正在试
点的 AI（人工智能）监察系统。
“为何要上线 AI 监察系统？以往，监
察工作基本以三资办审批、纪委人员一线
巡查为主，信息掌握滞后。”良渚街道纪工
委书记应如萍表示，街道辖区大，纪工委人
少事多，仅凭 5 名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完成
对 42 个村社的“事前监察”，往往只能根据
信访举报等进行事后处理。为彻底改变这
一被动局面，良渚街道纪工委联合第三方
软件公司，运用信息化科技手段，探索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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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监察系统页面
AI 监察系统，通过导入银行、公共资源交易
网站及公安的部分数据，利用大数据比对
功能，对异常数据提出预警，为街道纪工委

及时发现问题提供帮助。
比如：每一笔涉及招投标的资金在进
出账时都会自动匹配公共资源交易网站中

的招投标文件，匹配不上的就会预警；银行
的流水数据和村里上报的数据不符时，系
统也会预警，良渚街道纪工委接收到预警
信息后，
就能第一时间开展调查。
“每个村都有自己的账户、密码，登陆
后，村里按照要求上报数据，可以看到自己
在哪些内容上出现了问题。时间久了，村
干部就会知道在日常工作中，哪些内容是
比较容易“踩线”的，需要自省自查。”应如
萍介绍说。
AI 监察系统不仅记录了信息的比对数
据，还记录了预警信息的处理过程。通过
梳理，良渚街道纪工委还可以切实掌握信
息风险点，获悉哪几个村问题多、需要重点
关注，以做到有的放矢、提前介入。
据悉，AI 监察系统试运行 5 个月以来，
街道纪工委共发放疑似问题征询函 52 份，
梳理排查发现取现监管类、物资采购类、工
程款类风险问题共 392 个，发放廉政建议
书 26 份，组团联村领导对 26 个村社主要负
责人进行了警示约谈。

本报讯 （良渚报道组 金晓榕 通讯员
应荣才 沈祥林） 近日，来自安徽舒城的余
自梅大妈将一封感谢信送到良渚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保安队，对拾金不昧的保安员王苹
表示感谢。
余大妈今年 60 多岁了，租住在良渚街道
西塘河村，平时靠打临工为生。那天，她由
于胳膊不适，去良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
病，在挂号排队时，她不慎将一只装钱的塑
料袋遗落在窗口下。待看完病回家后，余大
妈才发觉，
于是，她急忙赶往医院。
保安王苹在巡视时发现了这个袋子，当
发现袋子里有钱时，她马上和同事一起，清
点钱数并拍了照片，将钱袋交至四楼领导办
公室，同时赶忙跑到监控室查监控。
“我以为钱肯定被人捡走了，真是太感
谢了！”余大妈顺利拿回了自己失而复得的
看病钱，激动地掏出一百元向王苹表示感
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王苹婉拒道。
王苹是余杭保安大队派驻良渚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女保安。她从事保安工
作 10 多年来，虽然工作辛苦，薪酬不高，但她
一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在良渚文化产业
园值勤时，她还曾捡到过玉石戒指和黄金项
链，全部主动上交。
疫情防控期间，王苹和另一位同事负责
人员体温测量。天天早出晚归，从年三十至
今，她一直坚守岗位，没有一句怨言。凭借
自身优秀的职业素养，她已多次被评为“优
秀保安队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