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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巷村以发挥党员和村民主观能

动性为核心，依托“1+3”党建服务站点

组织凝聚基层党员更添活力，各项学习

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依托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和“美丽宅基”创建工作，充分

发挥党员和骨干带头作用，通过组建村

民工作队伍帮助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参

与宅前屋后环境整治和美化，提升农村

形象。截止到目前，阮巷村已有 195户

通过镇级“美丽宅基”创建评审。依托

有特长村民组建为农服务志愿者队伍和文艺骨干志愿者队伍，各司其职,尽心

尽责，村里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年年丰收，同时又传承了阮巷的文化特色，多姿

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提升美丽乡村的精气神。

该项目通过党建引领凝聚社区治理共识，通过搭建村民参与的舞台形成

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对社区自治的引导作用明显。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金山区2018年社会建设创新项目巡礼

20182018年的金山区社会建设创新项目评选圆满落幕了年的金山区社会建设创新项目评选圆满落幕了。。今年今年，，区社会工作党委区社会工作党委（（社建办社建办））面向全区委办局和街镇面向全区委办局和街镇（（工业区工业区））征集项目共计征集项目共计6060个个，，

无论从项目数量还是项目质量较之往年各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无论从项目数量还是项目质量较之往年各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主办方充分借助金山区社会建设顾问团专家及社会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成的主办方充分借助金山区社会建设顾问团专家及社会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成的

专业力量专业力量，，并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具体实施并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具体实施，，开展两轮集中评审开展两轮集中评审，，并在复审环节运用新媒体引导大众共同参与并在复审环节运用新媒体引导大众共同参与，，最终确定今年的最终确定今年的1010个创新项目和个创新项目和

1010个优秀项目个优秀项目。。

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和不断完善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和不断完善，，以项目化手段推进社会建设创新已经成为我区社会建设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与引导方式以项目化手段推进社会建设创新已经成为我区社会建设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与引导方式，，孵化和培孵化和培

育了一批具有金山特点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育了一批具有金山特点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也为上海市的社会建设创新输送了金山独有的特色项目也为上海市的社会建设创新输送了金山独有的特色项目。。本期将集中展示今年获奖的本期将集中展示今年获奖的2020个项个项

目目，，重点推广宣传能有效解决体制性重点推广宣传能有效解决体制性、、机制性机制性、、激发社会活力的基层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激发社会活力的基层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引导带动更多的力量积极参与和思考引导带动更多的力量积极参与和思考，，激发更强大的基激发更强大的基

层活力为落实层活力为落实““两区一堡两区一堡””战略定位战略定位、、加快打造加快打造““三区三区”“”“五地五地”、”、全面建设全面建设““三个金山三个金山””夯实社会和谐基础夯实社会和谐基础。。

2018年金山区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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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中小河道综合整治项目，采

用“控源截污、沟通水系、调活水体、生

态修复、长效管理”的“五举治水”立体

思路，通过形成“98+87”共 185条段 198
公里的整治任务清单，并在全市率先成

立河长制办公室，以挂图作战，销项管

理工作模式，全面统筹协调推进我区的

中小河道整治及“河长制”工作。建立

了区、镇两级河长、河道治理和长效管

理巡查机制，向社会公布全区 1944 条

河道 2000多名河长名单。同时，在区级层面开展“金山护水先锋行动”，营造全

民治水、护水、爱水的浓厚氛围。

该项目针对城市黑臭水体的治理突出问题，用全方位的立体思路和多方联

动治水模式，形成覆盖范围广、群众参与度强的自上而下河道治理格局，有效地

激活全区上下共同治水的热情和智慧。

中小河道综合整治
重现金山“人水相亲”的江南水乡
实施单位：区水务局

为了缓解全区小学生暑期“看护

难”问题，有效回应双职工家庭暑期对

于社会公益暑托班的强烈需求，金山区

建立起了覆盖所有街镇（工业区）的小

学生爱心暑托班。它既丰富了小学生

的暑假生活，也为大学生、中学生提供

了“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实践平

台，将社会的需求与青年的成长相结

合，探索出人才培养与社区建设、社区

建设和城镇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新方法。主办方还主动提升项目质量，充分整

合各方资源，发挥志愿者作用，因地制宜设置办班点，丰富课程体系。并对低

保、低收入家庭学生予以减免或减半学费。迄今共开办 53个办班点，招生 3679
人次，安排8400余节课程，为357人次低保低收入学生提供支持。

该项目抓住了社会建设中的难点、痛点问题精准发力，展现了想民所想，急

民所急，踏踏实实做实事的服务精神。通过调动社会组织以及各类志愿者参

与，更好地实现了社会参与和社会动员的应有效果。

金山区妇联通过打造 38°女子学堂和

妇女宅基（楼组）议事堂的“两堂”阵地，将

妇联组织阵地横向拓展至四新领域，纵向

延伸至群众家门口，激活联系服务妇女

“神经末梢”。通过“在家门口议事，议家

门口的事”，实现从“小”家到大“家”，引导

妇女主动参与社会治理。38°女子学堂是

女子开放大学金山学习中心的进一步延

伸，打造了妇女学习的新空间。“两堂”阵

地的设立，推动妇女群众围绕社区热点、

难点和党政中心工作建言献策，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目前已在全区建立宅基楼组

姐妹议事堂264家，年度开展议事活动700余次。

该项目通过“两堂”阵地的形式，把工作阵地拓展延伸至群众的家门口，更符合

实际、更接地气。项目的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基本实现了妇女群体的全覆盖。同时

能推动妇女群众充分表达意愿，参与决策咨询，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角和主体。

钟楼 in家园是钟楼居民区为广大

居民群众在家门口建起的一个环境舒

心、设施精心、项目用心、服务贴心、活

动开心的“五心级”共同家园。通过党

建引领，整合区域共建成员单位资源，

以“认领社区公益项目”的方式完成

“in家园”软硬件建设，实现法律咨询、

亲子阅读、文娱健身等各项功能。通

过“钟楼之声”网站、手机短信平台、“钟楼 in 家园”微信服务号等信息化手段，

实现居民“线上线下”的良好互动。通过从居民中选“家长”并下放“in家园”自

理权，用“一把钥匙”引导社区居民强化自治共治意识，在活动中增进对社区大

“家”的认同感。

该项目借助社会资源，较好地发挥了居委会服务社区的功能，通过多样化

的形式，有效满足了社区居民多元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同时，运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自挑人才的方式，充分激发社区自治活力，提升居民参与度。

面对社区“停车难”的突出问题，

金韵居民区党支部、居委会联合物

业、业委会共同探讨在社区实行“共

享停车”来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项目的运行是通过前期摸底社区停

车空位情况、车主意愿等成立水韵

紫（悦）城“车友汇”微信群，并面向

社区居民招募共享车位车主，在此

基础上推出《金韵居民区“共享停

车”实施细则》用制度保障项目正常

运作。同时整合共建单位资源推出积分奖励制度，确保项目参与热度和可持续

发展，有效盘活固定车位的使用效率，逐步缓解“停车难”的痛点问题。

该项目结合社会治理的需求和问题，以解决社区居民切身问题为落脚点，

通过盘活现有资源，探索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式。同时，制定了比较合理科学

的实施手段，在不产生矛盾的前提下，通过明确规则使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

按照“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

访”的改革要求，区信访办针对普通群众

信访效率低，甚至为解决问题发生矛盾冲

突，“有理上访”变“无序上访”的现实状

况，通过“变被动接待群众上访为主动代

理群众信访”的工作探索，引导群众依法

理性表达诉求。现已经在区各街镇和村

居全部建立信访代理工作站，共聘请信访

代理员 425名，年均代理信访案件 400余件。信访代理通过信访代理人接受信访

人委托的形式，由代信访人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提出意见和建议，协调联络，反

馈沟通，促成信访事项依法、妥善处理。

该项目突破现有信访体制的束缚，通过建立信访代理制度，为群众排忧解

难，提升信访工作的效率，进一步缩减信访成本，使信访功能得到更好发挥，有利

于增益政府形象，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同时，有效发挥贤人能人的应有作

用，对提升基层自治共治水平有积极的促进效果。

吕巷镇夹漏村在“巷邻坊”模式的

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村民小组理事会模

式，以制度为抓手，邀请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系专家调研团队指导制定村民小

组理事会相关制度章程，选举村民小组

理事会成员 91 名。建立自治基金长效

保障机制，划拨专项自治启动基金，以

项目化形式运转并接受村民监督。理

事会聚焦老年人吃饭问题，组建“爱在

夕阳宅急送”志愿队对村组内 75周岁以上老年人开展送餐服务。引入“小袋鼠”

等专业社会组织，策划不同类型主题活动满足多样需求。通过村民小组理事会

模式，双向畅通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提高村民参与家园建设的能力。

该项目通过村民小组理事会的建立，进一步优化了村民自治的效果，既充分

展现了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又较为灵活地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有效调动了社会力量。

石化街道通过建立社区治理项

目对接机制，发布社区治理项目，实

现社区与社会组织、群众团队的精准

对接。至今已开展两届社区治理项

目对接发布，推出治理项目 30 个，覆

盖 23个居民区，涉及 14家社会组织、

5 家群众团队，项目经费达 97 万元。

项目采用自下而上的征集机制，将突

破点落在居民区想解决但靠自身解

决不了的问题中，通过深入走访调研找准需求，整合各方资源匹配需求，搭建供

需对接平台，使一批居民关注度高且热切希望解决的惠民小项目得以实施，实

现了用“微项目”撬动社区“微治理”的目的，激发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自治活力。

该项目立足社区居民需求，改变社会服务的传统模式，最大限制打破供给

侧和需求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对接机制，实现社会治理共建共创的

效果，有效地激活了基层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智慧。

枫泾镇通过打造古镇旅游公司党支部

和景区内的友好、和平两个居民区党总支

部“三方联动”机制，有效破解景区治理难

题。联合打造景区“心联鑫”党建服务站，

成为景区社区化管理的阵地和党员志愿服

务的基地；联合组建景区志愿巡查队，推行

“区域长制”，开展监督与服务，配合旅游公

司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实现景区园林化；联

合建立共建共通机制，定期召开三方协调

会议，设立年度评优机制，不断提升居民参与创新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营造

共治氛围，实现古镇旅游区居民、创客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提升。

该项目在理念上与全域旅游的发展方向相吻合，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和潜力。区别于搬迁古镇居民纯粹旅游景区的模式，该项目结合现状，将社

会治理和旅游景区管理有机融合，通过社会治理创新精准打造景区美好人文形

象，为枫泾镇呈现“祥和有序的活的古镇”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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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两堂”阵地 延伸妇女组织服务触角
实施单位：区妇联

社区车位巧盘活 “共享停车”来助力
实施单位：山阳镇金韵居民区

小学生爱心暑托班 破解青少年暑期看护难题
实施单位：团区委

钟楼in家园 社区一家人
实施单位：朱泾镇钟楼居民区

构筑“信访代理”服务站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实施单位：区信访办

牵线居社“微项目” 助推社区“微治理”
实施单位：石化街道社区自治办

凝聚村民力量 畅通村民参与自治渠道
实施单位：漕泾镇阮巷村

打造“巷邻坊”进阶版 “理”活基层自治活力
实施单位：吕巷镇夹漏村

景区社区大联动 “两化”共建促和谐
实施单位：枫泾镇社区党委

居社企“深度融合”助推“退役军人”参与社会治理
实施单位：金山工业区恒康居民区

张堰镇东风居民区创新服务方式张堰镇东风居民区创新服务方式、、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增强社区增强社区

凝聚力凝聚力，，探索出了做好社区服务探索出了做好社区服务““一桌菜一桌菜””的社区服务工作方法的社区服务工作方法。。以立以立

足居民共性需求足居民共性需求，，做好日常服务做好日常服务““家常菜家常菜”、”、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特色菜特色菜”、”、关怀服关怀服

务务““私房菜私房菜”、”、文化服务文化服务““下饭菜下饭菜”，”，打造人人参与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和谐社区人人受益的和谐社区，，

努力画好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的努力画好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的““最大同心圆最大同心圆”，”，从而寻求建设平安家从而寻求建设平安家

园园、、爱心家园爱心家园、、公益家园公益家园、、文化家园文化家园““四个家园四个家园””的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公约数”。”。

金山工业区恒康居民区通过打造工业区级“军徽之家”，成立以

服务“退役军人”为重点的“吾爱吾家”社会组织，探索与上海凝冰实

业有限公司“军谷”服务“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平台联建联动，突出以

面向工业区“退役军人”为主体，搭建服务“退役军人”平台，实现“零

距离”联系服务退役军人，提升退役军人融入社区、服务社会的能力，

做实军民融合发展这篇文章。

项目名称

亭林镇复兴居民区在社区党总支的带领下，充分发挥业委会自我

管理的主体功能，自发性解决处理小区居民的合理需求，提升、强化小

区居民行使自我管理职能的意识。通过建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

司三方联动机制，经常性就小区管理问题召开定期联席会议、临时碰

头会等“轩·20 ”“约会”交流，有效协调三方关系，明确各自定位，畅通

意见建议渠道，逐渐形成小区事物自管理、同商议、共对策的管理制度

和格局。

“轩·20”茶话会 打造小区四方一家亲
实施单位：亭林镇复兴居民区

“三双三同”社区治理 助推小区自治共治
实施单位：枫泾镇枫香居民区

枫泾镇枫香居民区针对纯动迁小区党员较难发挥应有作用的现状枫泾镇枫香居民区针对纯动迁小区党员较难发挥应有作用的现状，，

探索探索““三双三同三双三同””社区治理法社区治理法，，以以““三双三双””机制为抓手机制为抓手，，通过党员日常管理双通过党员日常管理双

向向、、活动组织双联活动组织双联、、作用发挥双岗作用发挥双岗，，做到动迁党员在村党支部和居民区党做到动迁党员在村党支部和居民区党

支部发挥作用无缝隙支部发挥作用无缝隙。。以以““三同三同””项目为平台项目为平台，，成立成立““同桌的你同桌的你””议事中心议事中心，，

开展开展““同楼的你同楼的你””楼道文化建设楼道文化建设，，开展开展““同龄的你同龄的你””互助关爱活动互助关爱活动，，针对不同针对不同

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不断凝聚党员力量不断凝聚党员力量，，强化自治管理强化自治管理，，提升社区温度提升社区温度。。

石化四村居民区针对自身作为老年人多、特殊群体多的老小区的现

状，以党建联建为载体，通过购买专业社会组织服务，整合共建单位资源，

根据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和共建单位的服务特色，成立“百乐汇”为民服

务俱乐部，有效对接需求和资源；推出“乐淘淘”共建单位品牌服务项目，

以项目认领的形式，由10家共建单位承包一整年的月度活动，打造特色服

务清单；成立“乐淘淘”项目联络小组，及时跟踪项目进展，保障“乐淘淘”

品牌服务的推进落实。

金山工业区高楼村针对社会治理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实施“引领工

程”，实践“百户家庭星级登高”和“德法进宅基”工程，让“德治”在村组闪

光；实施“最美工程”，开展“三个故事”活动、“三个最美”评选、“三个‘家

’”主题活动，让“德治”在村民中生辉。实施“红色工程”，推动推动““德治德治””宣宣

传传、“、“文化文化””滋养滋养、“、“红色红色””讲堂进阵地讲堂进阵地，，让让““德治德治””在阵地彰显在阵地彰显，，进而形成进而形成““村村

民自治民自治、、社会共治社会共治、、民主法治民主法治、、家庭德治家庭德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

朱泾镇罗星居民区里有一支由30多名平均年龄58岁的退休阿姨组

成的“花漾奶奶自治团”社区志愿队伍，在居民区党总支的领导下，“花漾

奶奶自治团”定期组织讲座、培训活动，为需要帮助的社区居民定期清扫

空屋，逢佳节自己做汤圆、裹粽子、烧拿手菜慰问小区保安、保洁员等，为

小区平安、环境美化、邻里守望、和谐社区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金山卫镇金康居民区根据自身是动迁安置小区、居民来自六个村的

现实情况，逐步探索建立“和谐 6+1+X”党建引领、村居联动、社会助力的

平台，通过建立“和谐 66++11””党建服务站点党建服务站点、、村居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村居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和和

谐谐66++11””综治中心综治中心、、组建组建““66++11+X+X””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团队，，成立三支平安环保志愿者队成立三支平安环保志愿者队

伍和三支文化志愿者队伍伍和三支文化志愿者队伍，，以及推动共建单位认领居民区的实事项目等以及推动共建单位认领居民区的实事项目等，，

有效整合六个村的资源有效整合六个村的资源，，联动六个村共同参与社区创新治理联动六个村共同参与社区创新治理。。

山阳镇将全镇山阳镇将全镇 1010 个行政村个行政村、、2323 个居民区个居民区（（含筹建组含筹建组））共划分网格单元共划分网格单元

200200 个个。。在人力在人力、、财力财力、、制度制度、、措施上做实网格单元措施上做实网格单元。。项目配备项目配备““一长两员一长两员””

（（11名网格长名网格长++网格指导员网格指导员++网格员网格员））解决解决““谁来管谁来管””的问题的问题，，制定制定““两张清单两张清单””

（（网格单元管理清单和服务清单网格单元管理清单和服务清单））解决解决““管什么管什么””的问题的问题，，规范规范““三步法三步法”（”（及及

时发现时发现、、快速处置快速处置、、核查巩固核查巩固））工作流程解决工作流程解决““怎么管怎么管””的问题的问题，，并给予经费并给予经费

保障保障。。通过项目运转通过项目运转，，使小网格发挥大作用使小网格发挥大作用。。

廊下镇把“快乐学习、精彩生活”祖辈课堂活动覆盖到全镇 12 个村委

会、3 个居委会共 45 个宅基学习点，将课堂直接搬到村宅、楼组村居民中

间，面对面地引导、教育农村老年群体，有效拓展老龄服务阵地，将宣传资

源通过巡展、巡讲、巡演的方式传递到基层。祖辈课堂志愿服务团队下设7
支老年志愿服务队，围绕传统美德、家庭教育、老年维权知识、民俗文化、文

明道德、平安守护、健康生活、休闲娱乐等八大方面的内容定期开展活动。

快乐学习·精彩生活 “祖辈课堂”引领美丽宅基建设
实施单位：廊下镇老龄办、社区学校

“花漾奶奶自治团” 守望相助提升社区温度
实施单位：朱泾镇罗星居民区

党建引领“乐淘淘” 开启服务新时代
实施单位：石化街道四村居民区

烹好社区服务“四道菜” 建设幸福美丽新家园
实施单位：张堰镇东风居民区

奏响高楼“德治”乐章 谱写美丽农庄画卷
实施单位：金山工业区高楼村

“和谐6+1+X” 打造村居联动大平台
实施单位：金山卫镇金康居民区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小”网格发挥“大”作用
实施单位：山阳镇网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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