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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营：

“邻里+”计划打通社区服务“最后一米”

益言堂

� � 如何打通社区服务“最后一米”，让政府政策及社会资源等福利惠及每个
居民，是提高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实现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在这一过程中，决策部门要不断调整思路，充分激发社区创
造力、调动社区居民主观能动性，引入社工、志愿者及公益机构等广大社会力量，
以期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目前各地已有一些成熟探索，我们不妨借鉴学习，经验
共享。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街道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

北京市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项目经理、山东区域负责人

马翠薇
王运菲

/文

� � 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城街道地处中心城区， 是市
委、市政府驻地，辖 30 个社区，5
个行政村，人口 27.8 万，也是东
营人口密度最高、驻区市直单位
最多、 共建资源最丰富的街道。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
开展以来， 东城街道大力开展

“邻里+”计划，加快培育“以社区
红色力量为引导，以提高居民自
治为方向，以营造和谐美好社区
为目标” 的社区治理自治队伍，
打通了社区服务的“最后一米”，
提高了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聚力“邻机制”激发服务
活力，治理体系领先一步

因地制宜， 创新工作方法 ，
健全完善社区“邻里+”服务工作
机制 ，多措并举确保 “邻里+”服
务落地落实。

一是打造红色物业，和群众
一起解决身边“关键”小事。 率先
出台《东城街道党工委关于加强
党建引领打造“红色物业”提升
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实施意
见》， 成立物业行业综合党委在
内的 24 个红色物业党支部，已
在 162 个小区全面推开“红色物
业”， 化解老旧小区物业管理老
大难问题，共计处理涉及物业管
理问题的网格事件 6476 件。 针
对垃圾分类这一物业管理的难
点问题，依托“兜回收—我给垃
圾找个家”“新绿源行动”“绿地
认养”等居民自治项目，引导辖
区居民广泛参与。

二是启动公益项目大赛，和
组织一起共建社区“幸福”清单。
成立东城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

连续两年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推
动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领域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定社会治理
主体责任清单， 厘清社区党组织、
居委会和社会组织各方责任和服
务范围， 以群众诉求为出发点，创
新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难题。

三是开设东城街道社创学
院，和多方一起提升服务“为民”
水平。 实施街道“社区治理人才
培养计划”， 邀请全国社会治理
专家 28 位， 把脉问诊社区治理
难题，引育、赋能扎根社区建设
的工作者。 线上线下开展沙龙、
工作坊、培训计 500 多场，受益
达 20000 人次， 促进了街道社区
治理工作， 从有行向有力转变，
从有力向有效转变。

二、聚合“邻组织”共创服务
合力，治理能力更进一步

构建党建领航 、 组织协治 、
居民自治、多方共治相结合的社
区邻里服务网络，实现共建共治
共享。

一是党建引领共治。 紧盯基
层治理薄弱点空白点，推动党组
织向网格、商圈、楼宇、背街小巷
覆盖，已组建小区党组织 65 个、

“红色业委会”28 个，设立小区党
员先锋岗 85 个，“商圈驿站”18
个，选聘 58 名退休党员、热心居
民担任巷长和小巷管家，把社区
的“老大难”变成“邻里乐”。

二是强化居民自治。 开展居
民“金点子 ”征集 ，推动组建居
民自治组织 300 余家，形成“邻
里事、邻里议”的良好氛围。 例
如，安泰社区探索的“以文化引
领共树家风、 以协商自治共议

家事、 以亲情服务共暖家人”的
“三共三家”工作法，在向着家人
建家、家人治家、家人爱家的目
标奋进。

三是培育组织协治。 以实施
社区项目为抓手，积极孵化培育
服务型、 治理型的专业社会组
织。 目前已落地社区项目 56 个，
涵盖停车难（文锦社区）、文明养
宠（文昌社区）、青少年成长（兴
盛社区）等社区治理的重难点问
题。 注重落地社区项目的多元参
与，打造出蓝枫救援、东营义工、
盛世社工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
治理的典型。

三、聚议“邻思路”汇集服务
民力，治理方法主动一步

不断探索完善人民群众参
与社区治理的渠道，调动群众参
与的热情，切实发挥人民群众社
会治理“主力军”作用。

一是创建“小区睦邻点”，让
居民能发声。 已在 30 个城市社
区创建“小区睦邻点”，推行“共
商议事会”制度，主动给居民递
上“话筒”，让居民从“旁观者”变
成“参与者”和“管理者”。 依靠群
众力量，快办一批群众关心关注
的老弱病残服务、四点半学堂设
置、基础设施管护等问题。

二是组建“社区睦邻站”，让
居民有行动。 以志愿服务为抓
手，搭建“红马甲”大巡防平台，
各社区居民自发建立巡逻队，累
计 2000 余人参与，24 小时全覆
盖、365 天不间断。 金水社区的

“金水大妈”、海河社区的“夜鹰
行动巡逻队”， 都发展成为基层
治理的“眼”和“手”。

三是搭建“街道睦邻中心”，
让居民得实惠。 针对邻里陌生
化、需求多元化等问题，引进北
京市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针对性地开展“针灸式”问诊服
务，通过共创研讨、制订方案、盘
点资源、 行动计划等系列举措，
最终用民智解民忧。

四、聚焦“邻期盼”提升服务
效力，治理行动向心一步

凝聚各方力量 ，把群众 “家
门口 ”的事办好 ，拉近居民间的
距离，打造新型“熟人社区”。

一是完善社区便民服务平
台。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构建社
区便民服务平台。 基于 15 分钟
生活圈理念，共建立党群驿站 53
处，为民活动室 113 处，占地面
积 16245 平米。 采用“网格员+全
科社工”工作模式，由网格员做
好前端信息收集，全科社工代为
办理，实现便民服务零距离。 目
前已覆盖水电取暖费缴纳、燃气
充值、居民养老保险缴纳等多项
综合信息业务。

二是坚持分类精准服务。 细
分居民需求，提升治理温度。 探
索“邻里互助养老”路径，已有超
100 位低龄老人在帮助高龄老
人。 构建“邻里扶幼组织网络”，
童萌亲子园品牌已落地生根。 设
置“社区爱心驿站”， 为环卫工
人、快递员、外卖骑手提供饮用
茶水等便利服务。

三是打造共同精神家园。 倡
导有事共商量、 有难齐帮忙、有
呼必有应的“邻里家”文化。 开展
公益市集、邻里节、百姓大讲堂
等社区活动。 例如，府前社区在

老旧小区楼道改造中落地“‘清
道夫’ 楼道净化美化一家亲”项
目，对内凝聚邻里，对外联动资
源，用绣花针功夫绣出老旧小区
新面貌，“家园意识”蔚然成风。

五、聚爱“邻基金”增强服务
动力，治理资源创新一步

社区基金是东城街道筹集
社会治理筹集的创新渠道，在汇
聚多元资源上扮演着越发重要
的角色。

一是设立全省第一支街道
级社区基金，构建对接社区需求
与公益资源的大平台。 成立东城
街道社区基金管委会，充分吸纳
驻区单位、企业园区、社会组织
中的“红色力量”，已撬动 20 余
万元资金注入；合理运用这一资
金， 成功解决了 70 余个急难盼
愁的民生难点。

二是成立全市第一支街道
级青少年发展基金，打造“我为
青少年办实事”新平台。 在救助
困难青少年的同时，基金更加关
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参与意识
提升，努力将辖区青少年从公益
项目的“受益者”培养为“参与
者”， 让用于承担社会责任内化
为青少年的价值观。

三是建立 17 支社区基金，
搭建筹集邻里互助和社区发展
资源的微平台。 通过线上线下募
捐和配捐，“海河社区基金”为无
稳定收入来源而又遭遇车祸的
困难家庭筹集善款 24265 元，解
了燃眉之急。 未来社区基金作为
有源之水，将为东城街道的社区
治理和民生福祉改善提供可持
续的资源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