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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好“老厂龙门阵” 激发治理新动能
宜宾市翠屏区金厦社区前

身是破产的国有企业，有常住人
口 1.09 万人，其中 10%是下岗的
老厂职工，具有良好的“熟人效
应”基础。 社区党委以此为契机，
发挥“熟人社区”优势，引导居民
共同搭建“老厂龙门阵”议事平
台，建立与“老厂龙门阵”配套的
协商议事机制，逐步形成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
治理共同体。

“一个平台”
联动居民自治

配强龙门阵“主摆人”建平
台。“我们所说的‘摆龙门阵’，是
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以凝聚群
众、 为群众解疑释惑为目的，用
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方式，有内
容、有主题的‘摆’，而不是平常
说的家长里短。 ”社区书记钟世
群说，他们按照“情况熟、善调
解、有热情、有威望”的标准，在
23 个居民小区中各选 1 名代表，
作为“老厂龙门阵”的“主摆人”，
并由小区网格员担任主摆人“助
理”，协助主摆人开展工作。 同时
以社区书记为总牵头人，在民政
部门注册成立“老厂龙门阵志愿
服务协会”。

选好龙门阵“会摆人”聚力
量。“龙门阵摆得好不好，能说会
道、有专业知识、有故事的人是
关键。 ”钟世群介绍，他们积极发
掘小区居民中具有法律、 医护、
安全、心理健康等专业的“会摆
人”18 人，通过“漫时光”茶话会
等方式， 为他们提供展示舞台，
为居民答疑解惑。 社区党委还邀
请区司法局、 卫生服务中心、驻
区单位为摆好龙门阵提供专业

支持，今年共开展专业知识交流
6 场，为 121 人答疑解惑。通过这
种方式凝聚的居民群众越来越
多，从最初的每次活动的寥寥几
人，发展到了现在的每次活动 40
余人。

办好龙门阵“邀请赛” 解难
题。社区党委采取举办“老厂龙门
阵”系列邀请赛的方式，邀请社区
老年协会、腰鼓队、乒乓球队等 8
支文娱队伍 157 名成员共同参
与，通过活动形式组织群众、凝聚
群众，营造和谐邻里关系。并专门
针对治理难题举办“老厂龙门阵”
邀请赛，邀请利益相关居民“摆问
题”“摆对策”“摆成效。

“一套机制”
带动共建共治

建立“纵向到底”问题收集
机制。 充分发挥“主摆人”及其

“助理”的作用，建立起上门入户
“家里摆龙门阵”发现问题、每周
“院坝摆龙门阵”收集上报问题、
每月“社区摆龙门阵”反馈解决
成果的问题收集反馈机制，并在
小区公示微信群二维码，以线上

线下双结合的方式，摆好“老厂
龙门阵”， 带动居民积极参与小
区治理。“近两年，我们共收集群
众问题 818 个， 其中社区解决
588 个，上报街道解决 230 个。 ”
钟世群说。

建立“横向到边”共商议事
机制。 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
础上，通过“四议”流程民主讨论
决策社区事务，今年讨论决定社
区大额资金使用、小区建设等议
题 23 个， 涉及资金 20 余万元。
同时，社区还做实了党建联席会
议制度， 将辖区 10 个单位党组
织、14 个小区党组织全部纳入联
席会议，推选社区党委“兼职委
员”3 名，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基
本实现了社区治理横向到边。 目
前，通过引导居民积极参加“老
厂龙门阵”， 成功组建小区党支
部 2 个， 选举产生小区业委会 3
个，小区自管委 2 个，多年没有
长效管理机制的小区终于实现
了“有人管”。

建立“多方联动”问题解决
机制。 针对“老厂龙门阵”等渠道
收集到的问题建议，社区层面能
够解决的问题，通过“网格志愿

者提前受理、 即办件全岗通办
理、网格志愿者反馈结果”的工
作机制，变“居民来找”为“社区
去办”， 努力把问题化解在居民
小区，全面落实居民服务“最多
跑一次”。 同时建立部门联动工
作机制，根据居民问题协调街道
及区级职能部门，到社区或居民
小区召开问题协调会，形成上下
衔接、 多方联动的问题解决机
制。 通过老厂龙门阵的多方联动
机制，今年联动辖区企业、单位
共解决小区治理、环境卫生等问
题 37 个。

“一个公司”
撬动精细服务

对接问题建议成立社区公
司。“为了常态长效地解决群众在
老厂龙门阵上提出的问题建议，
社区党委牵头登记成立了社区公
司， 根据居民生活需求提供规范
化、专业化生活性服务，推动社区
可持续发展。 ”钟世群介绍说，公
司成立的初衷主要是想围绕社区
工作、居民需求开展服务，以此来
提高社区的造血功能， 增强社区

治理服务底气。
紧盯治理盲点开拓服务范

围。“去年 3 月，不少老年人在
老厂老门阵上提出了吃饭不便
的问题。 目前，金厦社区 65 岁
以上的老年人占比总人口的
24%， 属于严重老龄化社区，一
些子女不便照顾的老人，买菜、
做饭确实是一件很头痛的事。 ”
钟世群表示，社区党委充分发
挥社区公司资源统合平台作
用，整合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办
社区食堂，为辖区老年人群众
提供成本价“爱心餐”，同时也
面向社区提供用餐服务。 目前
社区食堂正在装修提升改造，
预计今年 7 月开门营业， 社区
食堂的营业既能解决居民就业
10 余人， 又精准满足了辖区老
年居民群众需求。

开通线上服务建设智慧社
区。“我们通过老厂龙门阵收集
的群众诉求是多种多样的，表明
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迫切向往，
更是对我们社区的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 ”钟世群表示，下一
步，社区公司将在社区党委领导
下，积极整合辖区各类社会资源
为居民提供服务。 比如，正在计
划与中国联通合作， 以智慧居
家、智慧出行、智慧应用为着力
点，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通过与
旅游公司合作， 以无强购物、玩
得愉快、消费透明为理念开发旅
游项目，为社区居民提供线上旅
游服务。 通过与广告公司合作，
统合不同媒介打造社区宣传矩
阵，为社区疫情防控、政策法规
宣传等， 通过线上精细化服务，
提升社区智慧治理水平。 （作者
系宜宾市博方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罗晓玲）

广州全面推广“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
日前，广州市民政局、中共

广州市委老干部局、广州市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关
于建立广州“时间银行”养老志
愿服务机制的工作方案》（简称
《方案》）， 从管理体系、 项目清
单、服务机制及线上线下平台搭
建等方面进一步夯实全市“时间
银行” 养老志愿服务的机制建
设，积极推进“老有所为”同“老
有所养”相结合，着力推动养老
志愿服务的制度化、 常态化、长
效化发展。

明确存取机制
时间积分流通更为灵活

根据《方案》，广州“时间银
行”养老志愿服务机制，是由政
府协同社会力量，通过搭建线上
线下平台，推动建立全市统一的
养老志愿服务时间存取机制。 鼓
励 18 周岁以上且身体健康的成
年人， 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参与

“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
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低保低

收入家庭老年人，经济困难家庭
中的孤寡、失能、重度残疾、高龄
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
人，独居、空巢（农村留守）、中重
度失能老年人等，以及存有养老
志愿服务“时间积分”的 60 周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志愿者。

志愿者参与“时间银行”养
老志愿服务， 将按 1∶1 比例整数
生成“时间积分”，“时间积分”可
按照志愿者本人意愿进行服务
或物品兑换、赠予直系亲属或向
平台捐赠。

服务类型丰富多样
可一键订制个性化服务

如何有效满足老年人多层
次的服务需求，让长者享有幸福
晚年， 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 为此，《方案》提出建立“时间
银行” 养老志愿服务项目库，为
服务对象提供陪同外出、代办服
务、助洁服务、精神慰藉、助学服
务、助乐服务、送餐服务等满足
老年群体普适性需求的通用型

服务，并鼓励具备相应专业知识
及资质的组织和志愿者提供助
浴服务、个人护理、安全援助、医
疗保健、康复护理、心理咨询、法
律咨询等专业类服务。

有需要的老年群体可以通
过“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的

“下单—接单”机制，自行或委托
他人提出服务需求申请，经过审
核程序后将在线上平台进行发
布， 志愿者可以根据自身特长，
选取力所能及的养老志愿服务
需求单进行接单，并按要求前往
指定地点提供养老志愿服务。 在
订制服务完成后，老年人可通过
线上平台进行满意度评价。

长期服务享实惠
激励措施更加丰富多元

根据《方案》，“时间银行”养
老志愿服务机制建设坚持互助
性、社会性、公益性原则，以激励
为导向，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

为进一步鼓励更多的志愿

者参与到养老志愿服务，《方案》
明确将在四个方面为志愿者提
供激励回馈，志愿者参加“时间
银行”养老志愿服务获取的“时
间积分”：

一是可以兑换日常生活用
品、纪念徽章等奖励物资；二是
可以兑换平台上可供志愿者兑
换的服务项目；三是可以向其直
系亲属捐赠，也可以向为困难老
年人群体服务
的有关项目捐
赠； 四是可以
参与“时间银
行” 养老志愿
服务志愿者的
星级评定等荣
誉评选。

此外，《方
案》 还倡导具
备条件的个人
和 企 事 业 单
位、 社会组织
通 过 慈 善 捐
赠、 资源支持
等方式为“时

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发展提供
支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养老
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

据悉，广州市民政局目前正
推进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时间银
行”养老志愿服务专项的模块开
发和功能建设等工作，计划将于
2022 年 10 月前上线， 在全市范
围内推广使用。

（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