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２０22．8.16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益言堂COLUMN

成都市和谐社区发展促进会

蔡雅雯/文

山东东营胜利街道“集创式”示范
引领全域社区治理现代化

打造街道级试点工程
让社区治理格局“架”起来

胜利街道在全国首次推出
街道级“集创式”社区治理试点
工程。所谓“集创式”，即根据胜
利街道 26 个社区不同实际情
况和治理特色， 分批实施社区
治理示范创新工程，聚点成线，
以线带面， 最终实现全域社区
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
标。 胜利街道“集创式”社区治

理试点紧扣“五聚力五打造”，
以创建“四邻”（安邻、睦邻、益
邻、悦邻）责任社区为总牵引，
大力实施“示范点位打造项目”
和“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项目”
等项目，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绿
色资源、现代信息技术资源、人
才资源、市场资源等正向作用，
积极探索政治引领、法治保障、
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
“五治” 融合社区综合治理体
系， 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
理新格局成形成势。

推出差异化社治品牌
让社区治理特色“亮”起来

胜利街道按照“五有”（有特
色案例、有宣传折页、有宣讲队
伍、有场域线路、有基金支持）要
求，充分发挥党建联盟在资源整
合、专业培训、特色互补和协同
发展的平台优势，坚持“一社一
品”社区治理品牌模式（例如锦
华社区探索“油地融合”、胜宏社
区营造邻里互助体系、新辉社区
健全老旧院落责任治理体系
等）， 打造差异化可视化梯次化
的社区治理示范点位，首次已推
出锦华、胜宏、新辉、锦苑、瑞盛
社区示范建设，第二批已启动新
兴、胜景、康洋、锦泰、新胜示范
社区打造， 梯次推进试点工程，
聚焦阵地亲民、功能完备、服务
便捷、和谐美丽，积极培育社区
公共价值观，倡导“共享、参与、
互助、友爱”社区精神，力促示范
工程“一年打基础、二年有成效、
三年出经验”，在此基础上，全面
推广、全体打造、全域成势。

链接社会化多方资源
让社区参与激情“燃”起来

胜利街道以“开放视野、谦
虚胸襟、笃诚实践”精神，广泛链
接社会各方资源：一是链接“省
外资源”。 胜利街道与成都枢纽
型社会组织达成项目合作关系，
大力推动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

示范点位打造等项目实施，并邀
请成都理工大学社区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 副教授李向前作
《加强基层治理体系， 提升基层
治理能力》主题授课，以及西南
民族大学副教授廖正涛通过线
上作《党建引领协同下社区协同
治理方法》授课。 二是链接“高校
资源”。 为推动社区治理理论的
提升，邀请了山东大学王佃利教
授以《共同体视野下的基层治理
创新》为主题进行授课，以及复
旦大学韩福国教授作《从协商民
主走向社会主义复式协商民主》
的专题授课。 三是链接“在地资
源”。 整合社区、街区、校区、商区
等地域资源，引入和培育孵化社
会组织，结合政策方针适宜联动
校园，整合商企资源和专业养老
机构，推出民族风俗文化传承活
动，让社区参与激情“燃”起来，
让社会治理品牌活动“火”起来。

开展全过程精准指导
让社区治理能力“提”起来

采取“一对一指导、一带一
陪伴、一助一成长”方式，开展全
过程全流程精准化指导，创新社
区治理“导师制”，大力提升治理
能力。 一是聚焦特色优势，指导
品牌化塑造。通过云端对话引导
式互动交流，李向前副教授分析
现有特色资源及基础，以举例引
导、要点总结的形式厘清了社区
机制创新方向与路径；成都成华
区猛追湾街道街区综合党委书

记谢生平老师梳理了每个社区
基本情况、目前的人文地产景等
资源， 并总结示范社区特色亮
点，提出根据现有存量规划品牌
打造方向。 二是聚焦持续发展，
指导功能化打造。 试点过程中，
通过“听详情、问难点、明优势、
指路径”方式，试点社区以有序
化推进场地管理为抓手，循序渐
进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
治理， 制定社区社会组织队伍
志愿者服务积分规则， 推行服
务换服务机制， 培育社区自组
织参与治理， 实现社区可持续
化的运营， 不断增强社区造血
功能。 三是聚焦共鉴互学，指导
擂台式交流。 通过拉练“擂台
赛”，以比赛“晒一晒”有效加强
社区经验交流， 促进社区对标
看齐、补齐短板，理清了社区治
理路径， 增强了社区为居民提
供更多精细化、 参与性和体验
感的高效服务，以高质量治理服
务高质量发展， 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创新引领发展，创新引领未
来。 胜利街道打造“集创式”模式
引领全域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
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 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
系，为新时代社区治理现代化探
出了“路径”、推出了“模式”、试
出了“成效”， 也为建设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贡献了“胜利智慧”
和“胜利力量”。

山东省东营市经开区胜利街道以社区治理为切
入点，以“党委领位、政府到位、社区归位、社会

入位”为理念，在社区抓党建、抓机制、抓服务、抓品牌上
狠下功夫，坚持守正创新、统筹推进，打造社区治理“集
创式”示范模式，以街道级社区试点工程跑出了全域社
区治理现代化“加速度”。

� � 近年来， 随着公众环保意
识的不断提升， 绿色低碳正在
掀起新的消费潮流。 尤其在电
器消费市场， 越来越多消费者
倾向选择节能环保的产品，并
通过以旧换新处理老旧电器，
践行绿色消费。

为汇聚更多环保力量，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 京东宣布联
合中国绿化基金会开展“以旧
换新 1 元绿色行动”公益项目，
用户在京东每完成 1 笔电器产
品以旧换新订单， 京东都将捐
赠 1 元钱用于公益植树， 和消
费者一起共建绿色未来。

据了解，参与京东电器“以
旧换新 1元绿色行动”的以旧换
新订单从 2022 年 8 月 15 日开
始计算，品类包括手机、电脑数
码及家电产品，最终京东电器将
以实际产生的订单数量按照每
单 1 元钱的金额集中捐赠给中

国绿化基金会， 并于 2023 年春
季植树期在宁夏种植枸杞林，助
力当地构建绿色生态屏障。作为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管的全国
性公募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
将根据种植地区的土壤、自然条
件制定造林计划，确保种植公益
项目顺利落地，为改善土地荒漠
化、守护生态环境尽一份力。 通
过“以旧换新 1元绿色行动”的
开展，京东电器将携手广大消费
者及合作伙伴，共同践行绿色消
费，以公益捐赠的形式，让环保
行动落到实处。

长期以来， 京东始终致力
于推动绿色低碳的电器消费。
早在 2015 年，京东联合爱回收
探索手机回收服务， 双方后续
开展长期合作并达成深度战略
协议， 有效打通了二手市场的
闭环，让手机回收更高效、更规
范；2016 年京东针对家电品类

首次推出以旧换新服务， 先后
上线包含大小家电在内的超过
45 个回收细分类目， 并覆盖全
国 95％以上城市/乡镇等地区，
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从上
门回收、旧机拆装到新机配送、
新机安装的一整套服务。 2022
年 8 月， 京东电器再次升级以
旧换新服务范围，支持手机、电
脑数码、家电跨品类以旧换新，
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消费需
求、 合理化利用老旧电器产品
的同时， 积极响应国家对于发
展绿色经济的号召， 践行绿色
环保、促进循环经济。

改善生态环境、 打造绿色
未来需要长期投入与坚持，京
东电器也将持续投身环保事
业，助力电器行业绿色发展，并
携手消费者及更多合作伙伴，
共同为绿色消费和环境守护贡
献力量。 （皮磊）

京东宣布启动 1 元绿色行动
每笔以旧换新订单捐赠 1 元用于植树

近日， 由友成企业家扶贫
基金会与安慕希共同发起的

“友你安心” 新农人帮扶计划，
在攀枝花正式启动。 该项目以
新农人经济赋能为目标， 借助
安慕希在地产业链优势， 在攀
枝花挖掘、培育 50 名农村产业
带头人，通过搭建线上课程、线
下培训、互助小组、陪伴孵化于
一体的学习平台， 提供直播电
商技能、产业发展、销售推广、
职业素养、 领导力等多个领域
课程及资源。 项目以线上线下
培训以及为期 6 个月的创业指
导孵化的模式， 帮助产业链上
更多的从业人员实现增收，带
动攀枝花新农人参与到乡村振
兴中来， 助力攀枝花芒果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近年来蓬勃兴起的一
种新兴业态，“三农”短视频、直
播， 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的发

展理念和动能， 促进了传统农
业的高质量发展。 线下培训项
目课程细致广泛， 从产品思维
到账号创建， 从短视频脚本创
作到产品上架， 从短视频创作
实操到直播团队搭建， 让课堂
变成了直播间， 真正让新农人
通过培训实操迈出了直播卖货
的第一步。

直播 PK 赛是友成基金会
人才培训项目在线下培训阶段
的保留环节， 借助直播带货实
战演练， 让学员亲身感受到直
播带货的氛围， 理解直播带货
的逻辑， 把枯燥的知识点转化
为实操经验；同时，也通过看得
见、摸得着的直播效果，坚定学
员坚持下去的信心。 仅半小时
的直播 PK 赛共达成交易 32
单，观看人数 2422 人次，点赞
数超 11 万人次。

（张明敏）

“友你安心”新农人帮扶计划于
攀枝花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