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城乡社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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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建党群“和融”新家园

冬日，太行山南麓，河南省新
乡市裴寨村，平坦干净的马路、整
齐排列的房屋让人眼前一亮。

近年来，正是靠着把党小组
建在农、工、商等产业上，以党员
的先进性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个曾经人均年收入不到千元
的省级贫困村，已发展成为人均
年收入超 2 万元的新型城镇化
社区。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
带。 ”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
说， 认真学习了党的二十大报
告，以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的
思路更加清晰。“基层党组织只
要带领乡亲们听党话、 跟党走，
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一年接着
一年干， 大力发展致富产业，就
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共
同创造美好生活。 ”

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更好服务
人民群众，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近期，上海市虹口区的一些
机关干部有了“新身份”———居
民区党组织书记。

刘懿静是选派干部中的一
员。 走上嘉兴路街道天虹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的新岗位，她组织开
展了“两代表一委员”联系服务
群众、党员代表座谈、居民代表
恳谈等一系列面对面活动，深入
了解群众需求， 推进参与式规
划，引导居民区各类组织、党员
干部和居民同向发力，以“红色
引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
堡垒”“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
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基层
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
道” ……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系
列部署。

暖冬晌午，湖南省长沙市开
福区清水塘社区的花园里，小板
凳围成一圈，社区干部、党员代
表、物业代表、居民志愿者齐聚
一堂，“同心议事会”开始了。

老旧小区提质改造、社区老
年食堂选址开建……清水塘社

区党委书记汤国清将话题抛出
来， 大家的话匣子纷纷打开，你
一言我一语，纷纷提出自己的看
法和建议。

在汤国清看来，做好党建引
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让群众
生活更满意、更舒心是社区工作
者努力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将
进一步学习好、落实好党的二十
大精神， 在党组织的带领下，进
一步拓展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
组织形式和渠道， 打造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
治理共同体， 共同缔造美好生
活。 ”她说。

着力描绘民心“和暖”新图景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
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
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民生
工作的安排部署，说到了社区工
作者的心坎上。

“冷书记，我老伴过世了，儿
子周末才能回来。 我这身边没有
人，腿脚不便不好做饭，你看咋
能给解决一下？ ”

走访社情民意的时候，社区
老人提出的困难，让山东省烟台
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大海阳社
区党委书记冷晓燕非常在意。 她
将这一情况写进民情日记，并由
此萌生了建立一座专为老年人
服务的老年食堂的想法。

经过多方走访调查，争取到
社区居民的同意，加上 6 名社区
志愿者的帮衬，“壹家饭堂”很快
建立起来。 开业第一天，17 名老
人前来就餐，纷纷称赞社区有想
法、敢尝试、做得好。 如今，饭堂
饭菜的口味越来越好，前来就餐
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10 年来， 通过走访社区群
众，了解他们的急难愁盼，冷晓
燕累计记录了 3 万多条社区群
众反映的意见建议， 记满了 22
本笔记本。

“老人身体不好、孩子需要
照顾、房屋需要改造、设备需要
调整……这些事看起来小，但却
是群众心中的大事。 知道群众在
想什么、在看什么、在要什么，才

能决定我们以后做什么。 ”冷晓
燕说，面对新时代社区工作的新
形势、新期盼、新挑战，社区工作
者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以改善社区民生和激发社区活
力为目标，持续为社区幸福生活
发光发热、添砖加瓦。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
“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健全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增进
民生福祉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
办好，才能把社区建设成人民群
众的幸福家园。

在山西，长治市潞州区正在
带领社区进一步开展老旧小区
改造， 更多小区将迎来充电桩、
老年助餐点、 快递柜等便民设
施；在湖南，株洲市在各社区探
索建成 20 余个健康驿站的基础
上，围绕“大健康”开展健康教
育、 慢病管理等个性化服务，解
决老年人看病难问题； 在河北，
灵寿县各个社区持续推进园林
绿化、社区美化工程，擦亮生态

“金招牌”， 让社区生活环境更
美、群众生活更舒心。 国家发改
委驻灵寿县挂职干部工作组领
队、副县长贺婷表示，落实好党
的二十大精神，城乡社区要从群
众最深切的期盼入手，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中办好民生事、温暖百
姓心。

创新铺就社区“和美”新画卷

邻里间互帮互助多了、团结友
爱的朋友多了，这是福建省厦门市
思明区深田社区的生活新氛围。

深田社区曾经面临诸多难
题：60 岁以上居民占比超过三分
之一， 特别是独居老人的养老、
照护问题难以解决；楼道乱堆乱
放难治理、电路老化接触不良难
维修；邻里纠纷时有发生。

如何通过创新社区工作模
式，打通影响基层治理效率的痛
点堵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的实效’。 我们要想办法、 出实
招，与居民一起处理好每一件小
事、急事、难事。 ”深田社区党委
书记庄莹莹说。

庄莹莹告诉记者，社区不但
建立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
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
中心户”五级组织网络，还成立
了由小区调解骨干、 社区网格
员、律师等组成的调解服务队以
及志愿者“百事帮”互助队，合力
解决社区出现的矛盾困难，努力
让社区充满浓浓的邻里情谊。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
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做好
为民服务、创新服务模式，让人
民群众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是
社区工作者践行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心愿。
走进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

附城镇新山村， 一张实时显现
“民情地图” 的电子大屏格外引
人注目。

在这张“地图”上，网格员定
时巡查的信息即时可见，从村口
垃圾乱堆到村民纠纷排查，滚动
更新的信息形成了电子化、可追
溯、 可核查的“发现-上报-处
置-回访”的闭环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 完善网格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
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
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我们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拓
宽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和视角。 ”
新山村党支部书记吕湖泳说，近
半年，“民情地图” 帮助村里处理
了 84起矛盾争议。“民情地图”不
仅在电子屏幕上， 也在老百姓的
手机里。村集体“三资”、财务收支
公开等工作， 村民都可以在微信
小程序中实时查询。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集民智、汇民意、凝民心，紧紧依
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共建共
治共享将为城乡社区注入新活
力，汇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磅礴
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共同创造新时
代幸福美好生活。 （据新华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
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连日来，记者在一线调研
采访时了解到，为深入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层，各地
城乡社区积极行动，把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社区工作实际相
结合，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从
社区群众最关切的事情着手，
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努力让人
民群众生活更幸福更美好。

”

新时代 10 年，我国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 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实现突破， 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壮大， 创新型国家建设成
果丰硕，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
第 34 位上升至第 11 位。

“新征程上，必须深刻把握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强化现代
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重大部署，
全力推动科技高水平自立自
强。 ”贺东风说。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 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动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

“10 年来，我国制造业规模
稳居世界第一。 迈上新征程，要
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广西柳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光
安说， 下一步要加快发展先进
制造业集群和数字化转型，壮
大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强发展的
活力和抵御风险挑战的韧性。

11 月 18 日，在天津市东丽
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经营者刘金

强拿到了《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
条例》实施后、天津市首张直接
变更经营者的新营业执照。

“原先变更必须注销之前
的营业执照， 原有店名等都没
有了， 改革给我们创造了更好
的环境， 有助于打造老字号店
铺。 ”刘金强说。

坚持向改革开放创新要动
力，是新时代 10 年推动高质量
发展实践取得的重要经验。 新
征程上， 我们要持续用好改革
“关键一招”， 不断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 实现经济由大到
强的新跨越。 （据新华社）

（上接 01 版）

老人们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桂溪社区的一家老年食堂
用餐（2022 年 6 月 21 日摄）(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这是 2022 年 9 月 8 日拍摄的河南辉县张村乡裴寨村（无人机
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