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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生加分，为幸福加速
———夏阳街道四大平台扩大社会治理“朋友圈”

夏阳街道地处青浦中心城区，是区政府所在地，下辖 24

个居委会、8个村。 作为城郊接合型街道， 夏阳立足区位优
势，坚守为民初心，着重在社会治理上发力。通过发挥一网
统管功能、建设治理家园平台、完善乡贤文化阵地、打造文
明实践样板，提效增能、真抓实干，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扩
大社会治理“朋友圈”，共同把家园建设好，为人民谋幸福。

一网统管：

一网统“夏阳”一屏观“全城”
?物皆可数字化。近年来，“数字

政府”正成为政府治理新模式。为加
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用信息化手
段解决城市管理中的堵点、 痛点问
题，夏阳街道从“一张白纸”起步，加
速“换挡超车”，强力推进“互联网+

监管”系统建设与对接工作，紧紧围
绕高效处置一件事的 “一网统管”工
作目标，在做实管理单元方面进行了
有益探索，街道政务数据监管共享能
力及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得到显著
提升。

2020年是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
三年创建周期的大检之年。在青浦区
创文关键时刻，夏阳充分发挥“一网
统管”功能，以“平台汇集大数据、综
合执法大联动、网格治理大整合”为
思路，以五个街面工作站为依托，通
过网格巡查、视频探头监控等方式，

利用政务微信上报处置城运案件；

以联勤联动工作机制为保障， 协调
网格内 15 类综合执法部门，为创文
迎检工作提供综合指挥调度， 确保
各类问题的发现和处置更及时、更
高效。

共享单车方便了百姓的出行，但
由此产生的车辆随意停放乱象又成了
新的“城市病”。青浦新城地铁站附近，

大量共享单车被投放，造成交通拥堵。

第一网格街面工作站及时上报相关
部门，借助联勤联动机制，齐抓共管
快速处置，第一时间全部清理到位。

“过去大量的共享单车堆放在这
里，特别是早高峰，使本来就不宽敞
的通道变得更加狭窄，给出行带来了
不少麻烦。现在好了，不仅把违规停
放的车辆清理了，还有专人驻守在这
里维护秩序，周边环境明显更加干净
整洁了。”一位经过的市民称赞道。

夏阳街道车站路服装城，遇到雨
天时污水经常倒灌。为解决这个困扰
商户多年的顽疾，第二网格街面工作
站将问题梳理清楚后，主动联系建管
委、水务、排水所及青城居委会等相

关方，召开现场协调会，通过定岗、定
责、定人，解决了多年污水纳管难题，

得到商户一致好评。

夏阳湖步行街，两侧有不少沿街
商铺。商家为了宣传，在玻璃门的内
侧贴了不少小广告，影响整体市容环
境。巡查员多次劝告无效后，第三网
格街面工作站联合城管中队、网格化
中心，针对步行街内商铺玻璃门上的
乱张贴展开专项整治，确保街面整洁
美观。

塔湾网点地处城郊接合部，常态
管理有一定难度。第四网格街面工作
站对该区域进行重点管理， 加派巡
查力量，加强日常巡查，一旦发现问
题立即拍照上传到网格系统平台，

由街面工作站安排专人处置。如今，

商铺占道经营、杂物乱堆乱放、车辆
乱停乱放等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街道实际，

在个性化方面不断深化视屏应用，努
力在第三届进博会前， 建成 ‘观’、

‘管’、‘防’ 一体的城运系统 2.0 ?
本。”街道网格化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治理家园：

托起居民满满幸福感

仁恒运杰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费
调价成功、 东盛社区 《住户守则》落
地、晨兴花园小区加装电梯……近年
来，夏阳街道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
织的“轴心”作用，发动社区、物业、居
民集思广益，集“一班人”为“一群
人”，使“单出头”变“大合唱”，不断摸
索出专属夏阳街道的社区治理家园
特色，社区治理家园也真正成为居民
自治的和谐家园。

夏阳街道下辖 8个村民委员会、

24个社区居委会及 70 个住宅小区，

由 18 家物业企业的 33 个物业管理
处实施物业管理。想要把这么多人和
事理清、理顺，必须得有点真本事。为
创新社会治理、提高治理能力，更好
地服务群众，经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批准，2019 年 10 月夏阳街道社区治
理家园正式开工建设，并于今年 3月
完成竣工验收。

夏阳街道社区治理家园位于城
中东路 54号， 家园的布局分为社区
客厅、 社区业主委员会自治联盟、社
区物业管理服务联盟和社区代表大
会四大板块，功能齐全、形式多样。主
活动区的剪影层叠式发光墙面，让整

个家园看起来更生动、更现代。所有
的桌椅以蜂巢为灵感，可以随意组合
排放。为了达到“客厅”的效果，主要
家具以沙发为主，墙上展示着各种活
动照片，走入其中，仿佛置身自家客
厅般舒适自在。平时，大家就在这样
的氛围下召开会议、开展活动，建言
献策，畅所欲言。

东盛社区坐落于青浦老城区中
心区域，北邻公园路、东依外青松公
路、西至浦仓路、南以城中东路为界，

区域总面积约 16?平方米， 是一个
建造于 80年代的居住小区。自“美丽
家园”改造后，门头耸立、房屋整肃、

道路宽敞、绿树成荫、设施完善，小区外
观焕然一新。 如何让居民的文明素养
和美丽家园同步，使“一时美”变成“一
直美”，是东盛居委会要思考的问题。

为有效规范居民文明行为，东盛
社区在街道自治办和房管所的指导
下，在专业法律顾问的帮助下，顺利

召开业主大会。 会上以 96.3%的同意
率，高票通过《东盛社区住户守则》。

高票通过的背后，是广泛的民意
支持。为让《住户守则》顺利推行，东
盛社区在前期准备过程中组织开展
了各类座谈会及宣传会， 听取群众、

党员及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其中从
居民中征询到不少关于小区如何治
理、《住户守则》如何使用、完善以及
推广的真知灼见，最终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住户守则》草案。

为了加强《住户守则》的宣传推
广工作，居委会组织志愿者上门，通过
书面征询意见单的方式， 挨家挨户征
询住户意见。同时，街道团工委组织开
展了住户守则主题宣讲和知识竞赛，

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和小区居民对守则
的知晓率和认同度。通过出台《住户守

则》，不仅推动了社区自治、共治、德治、

法治的进一步融合， 更促进了居民的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
治建设、融入社会生活的深刻内涵。

社区治理家园为什么能赢得居民
们的一致好评？关键在于夏阳独一份的
“配方秘籍”。 社区治理家园发动社区、

物业、居民集思广益，不断摸索出专属
夏阳街道社区治理家园特色的调价、考
核等各类机制。社区治理家园独创了物
业管理服务费调价机制、物业管理工作
考核机制、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审核机
制、自治组织业务能力培训机制、社区
治理矛盾调处机制、 社区议事协商机
制、网格管理机制、物业服务项目退出
托底机制、社会组织参与机制、业委会
规范化运作考评机制等十大工作机制。

不仅如此，还设置了每月评选十佳业委
会的特色做法， 通过上墙表彰的形式，

更好推进社区治理以及党建引领下的
“放心”物业，共同构建共治、共管、共
建、共享的家园治理新格局。

平心·客堂间：

谈笑风生间，化解“急难愁”
城市有弄堂文化，农村有客堂情

怀。“客堂间”是过去农家人用来接待
宾客的地方。现如今，这个“客堂间”

在夏阳摇身一变，成为夏阳村民开展
学习、活动、交流的新场所。为加强夏
阳农村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
提升村民创新农村社会治理能力，

2018年起，夏阳街道着手建设“平心·
客堂间”,为传统的客堂间注入全新内
涵。在这里，村民定期相约，一起围坐
在八仙桌旁， 围绕本村事务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客堂间充分发挥联系
服务群众的阵地作用，有效地激发了
基层社会治理新活力和创造力，使村

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而共
同为建设美好家园献计出力。

“我们村的路坑坑洼洼越来越
多，我儿子总说开车不方便。”“是啊，

我孙子骑自行车差点就摔了！”……

在品茶聊天中， 村民的所思所想、所
盼所虑全都被一旁的夏阳街道枫泾村
客堂间“堂主”吴能锁一一记录。吴能
锁说：“过去，村民在生活上有难题，往
往要走一长段路、 憋一肚子气才到村
委会反映， 现在村里的不少事务放到
‘客堂间’就轻松解决了。如果小修小
补，大多一周就能解决；一些重大事务
上报村委会进一步协商解决。” 如今，

枫泾村的路面由原来坑坑洼洼的水泥
“白色路面”换成了崭新的柏油“黑色
路面”，路边也装上了太阳能路灯。

“老王，最近在忙什么呢？一段时
间没看到你过来聊天了。”“张阿姨，

你上次反映的问题在本周的班子会
议上已经讨论过了，一个月之内给你
答复。” 夏阳街道枫泾村党支部书记
干林一有空就会走到“客堂间”，和村
民一起聊聊天、谈谈心，他说道：“走
进田间地头，才能知民忧；坐在同一
张板凳上，才能听民声。”

如今，夏阳街道“平心·客堂间”

既是村民修身齐家、睦邻友善的道德
文化新空间，也是进一步促进百姓深
入了解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
等各项重点工作的主阵地，这个“小
小的天地”也正逐渐成为凝聚群众文
化共识的“大舞台”。

夏阳街道社区治理家园

夏阳街道城市运行管理平台

村民们在平心·客堂间围绕本村事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新时代文明实践：

夏阳之光绚丽绽放
群众需要什么， 文明实践就提供

什么；群众在哪里，实践活动就延伸到
哪里。自今年 6月揭牌成立以来，夏阳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坚持以志
愿服务阵地建设为基础，打造“1+10+

X”夏阳之光特色品牌项目，着力打通
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夏阳街道辖区内纵横交错
着不少背街小巷， 这些城市的毛细血
管是城市管理中的一大难点。 创文期
间，夏阳街道创设“阳”光路长子品牌
项目，召集辖区内驻区单位、“两新”组
织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对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予以包干，认领路长头衔，提
供志愿服务， 主动做新时代文明的践
行者。从清晨到日暮，夏阳的“路长们”

身着白色志愿马甲，手拿钳子、垃圾袋
等劳动工具， 在包干道路开展不间断
巡查，对散落性垃圾、烟蒂、绿化带垃
圾等问题进行清理。 在夏阳街道创文
“阳”光路长群中，每天有近 300 双眼
睛巡视着辖区的角角落落。

“路长”不好当，必须打起十二分
精神。在公园路上的斧韵绿地，一到午
后就有市民或附近的建筑工人躺在公
园长椅上睡觉。环卫所路长们发现后，

主动上前劝导不文明行为， 并耐心宣
传文明理念， 还市民干净清洁的休闲
环境。 路长们热情的笑脸、 细致的服
务，成为街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赢得
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

华浦路 339弄小区南围墙外的一
颗大树倒地，需要专业人员重新种植、

浦仓路西侧工地建筑堆物
较多， 部分堆物摆放在道
路、花坛上，需要及时清理
……问题越多， 路长们干
劲越足，第一时间把发现的

公益广告缺失、路面破损、路灯损坏等
无法当场处置的问题，上报“阳”光路长
微信群，转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真正担
起“路管家”职责，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在“创文”冲刺阶段，类似于“阳”

光路长的志愿队伍还有很多， 他们热
情参与、默默付出，为“创文”顺利推进
贡献着力量， 城市道路更加通畅了、街
道卫生更加清洁了、环境绿化更加优美
了，辖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节俭是一生中食之不完的美筵，

让我们一起吃多少点多少， 点多少吃
多少，弘扬新‘食’尚理念吧！”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大力倡导 “浪费
可耻、节约光荣”的生活理念，志愿者
先后走进街道食堂、餐饮单位、老来吃
助餐点等，向市民发放“文明餐桌”行
动倡议书，宣传“文明就餐，杜绝浪费”

的用餐文化，把“节约用餐”理念推广
进每个人的心里，引导餐饮企业、市民
群众主动节约粮食、践行光盘行动，营
造更好的文明用餐氛围。

新时代文明之风轻抚夏阳每片土
地， 文明理念已在夏阳群众心中落地
生根， 各个村居挂牌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已渐渐成为凝聚群众、服务群众
的新兴阵地和温馨家园。

日丽蓝天碧水荡， 林水相依满庭
芳。在落叶即秋的季节里，褪去夏日的
酷暑，惬意地走在夏阳湖边，层层鳞浪
随风而起，垂柳飘荡波光粼粼，和煦的
阳光洒在湖面上， 点亮了夏阳的幸福
路，也辉映出青浦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