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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园园

近些年的大量实践证明，现

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在社会

治理中作用日益凸显。如何把

科技这个“变量”转化为社会治

理的“增量”，是提升基层治理效

能的突破口。这种“智治”是一

种新的治理方式，需要遵循社会

治理规律，在“为了谁治”“如何

治”“谁来治”等问题上有正确的

认识和把握。

“智治”的出发点、落脚处和

评判者都应是人民群众。无论

是利用“网络+网格化”“雪亮工

程”发现问题、解决矛盾，还是通

过“数字化政府”“不见面审批”

高效服务、满足需求，“智治”都

要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坐标，

让科技更好地为社会安定有序、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服务。反观一些地方将“管控”

作为“智治”的目的，忽视治理对

象的心理变化和情感诉求，导致

“刚性维稳”有余，“柔性关怀”不

足；个别地方过度追求网上办

理，忽视群众文化程度差异，尤

其是老年群体特殊性，以致“智

治 难 治 ”，部 分 群 众“ 望 网 兴

叹”。这些“只见物不见人”“唯

数据说话”的观念和行为，显然

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智

治”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手

段，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只有坚持“智治为人”，配合传统

群众工作方式，让“智治”充满

“温度”，“智治”才能不跑偏、不

变味。

基层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智治”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支

撑工程，在治理体系架构、运行

机制、工作流程等方面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同时，“智治”的本质

是基层治理智能化、智慧化。其

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助推决策、

维稳、司法、服务的前提是基层

管理流程再造，而且前期的平台

建设、人才支持和系统维护需要

大量的财力投入。因此，基层在

推进治理智能化、智慧化过程中

要坚持实事求是，将推进的力

度、速度和基层具体实际情况统

一起来，切忌“一窝蜂”“一刀切”。

基层治理说到底是做群众

工作，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形成

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

良性互动的理想局面。因此，要

注重通过“智治”激发社会参与

热情、提高群众参与度，这方面

可以借助社会力量推进“智治”

建设。通过开放权限，充分挖掘

大数据的价值，鼓励市场主体研

发相关软件，催生智能化、智慧

化在基层的应用。在平台建设

中，增加群众“话语权”，增强互

动参与，让群众从“智治”的“被

动接受方”向“主动参与者”转

变，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基层治理要善用“智治”

本报讯（记 者 林 超 群） 日

前，县公安局邀请县人大代表、党

风政风警风监督员等 20 多人，开

展首个人民警察节“开门纳谏 共

话平安”活动暨党风政风警风监

督员座谈会，通过现场参观、座谈

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公安机

关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广泛

听取社会各界对公安工作的意见

建议。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走进灵溪

新区所智慧警务室和县公安局大

院，先后实地参观基础管控中心、党

建文化走廊、苍南公安史馆、刑事科

学技术室等地，详细了解公安机关

在基层社会治理、智慧警务打造、平

安法治教育、公安队伍建设等多方

面的工作情况。

该局通过图文互动游戏、全

景沉浸式体验、综合模拟报警等

方式，为广大中小学生开展的安

全防范体验和平安法治教育，让

人耳目一新。而智慧警务系统的

打造、警情智能化分析、现代刑侦

技术的运用，都让大家感受到近

年来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

打击违法犯罪、聚力治安防控等

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参

会代表高度赞扬了我县公安部门

近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效，并结

合实际，围绕公安工作、队伍建

设、服务群众等多个方面畅所欲

言，献计献策。公安部门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以会议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为抓手，进一步改进作风、

提升能力，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

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全县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

公安部门与党风政风
警风监督员座谈

开门纳谏
共话平安

本报讯 （通 讯 员 俞 国 平）

近日，苍南县江南垟平原骨干排

涝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获省发改

委批复。

该工程作为省“百项千亿”防

洪排涝和省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概

算总投资 24.58 亿元，跨苍南县和

龙港市，其中苍南段概算投资 8.15
亿元，拓浚排涝河道总长 44.6 公

里，新建绿道 20.7 公里、绿道人行

桥 22 座、滨水湿地 1 处、沿河休闲

节点 7 处，新建、拆建沿线阻水桥

梁 47座。

目前，该工程（苍南段）龙金

运河部分已进入主体工程招投标

阶段。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提高

流域应急排涝能力，提升区域防

洪能力，整体排涝能力可提升至

20 年一遇，同时对增强河湖调蓄

能力、改善区域水环境等将产生

重要作用。

江南垟平原骨干排涝
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获批

整体排涝能力
升至20年一遇

本报讯
通讯员 鲍婷婷

近日，国内多地出现新冠

肺 炎 散 发 病 例 ，加 之 春 节 将

至，人员流动规模持续加大，

冬季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

县工业园区进一步强化防控

举措，明确落实责任，扎实有

序开展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

“进入厂区要戴好口罩，

测量体温，如有来自河北等中

高风险地区的职工要及时上

报。”11 日早上，网格员林华国

来到坤诚塑业有限公司提醒企

业负责人每个防控细节。近段

时间，为了紧抓疫情防控工作，

他每天都会到自己的“责任田”

去查看一番，监督企业落实抓

细防疫措施。像林华国一样的

网格员在工业园区还有 55名，

网格员组成七个网格化工作组

深入园区规上企业，开展全覆

盖、零遗漏排查，重点对企业

疫情防控措施进行检查，并及

时动态掌握规上企业人员流

动情况。

据了解，当前疫情形势仍

十分严峻，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省市县疫情防控要求，县工业

园区充分利用宣传单、标语、

电子屏、微信等多种方式，科

学宣传疫情防控知识；通过发

放倡议书、温馨提示等形式，

动员园区企业职工参与群防

群治。下一步，该园区将对所

管辖规上企业进行不定期明

察暗访，督促企业做到日常防

控到位，外来人员提前报备，

中高风险地区外来人员核酸

检测全覆盖，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双胜

双赢”。

县工业园区快速反应全面防控

50余网格员守好抗疫“责任田”

昨日，在县城天和家园，几

名专业保洁公司的“蜘蛛人”正

在凌空进行清洗作业，让高楼

干干净净迎新年。他们坐在挂

着水管的座板上，身绑安全绳，

头戴安全帽，手中清洁刷来回

飞舞, 原本布满灰尘的外墙和

玻璃窗顿时变得干净整洁。

（本记）

高楼“掸新”
扮靓家园

本报讯（记者 黄允祺）日前，

纪念建党100周年纪录栏目《奋斗

者》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播出，

以“创新耘墨人，国学坚守者”为

主题，为全国观众带来“快乐书

法”引领者郭廷坚的教育故事。

郭廷坚是县职业中专的一

位教师，也是我县无党派人士

界别的一位政协委员。他不仅

能用常规的方法进行书法创

作，还擅长左、右手反书，左、右

手倒书等非传统书法技艺，人

称“书法奇人”。

作为一名教师，郭廷坚热爱

中国传统文化，常常为现阶段中

国文化教育的缺陷而焦虑，时时

替学生不愿提笔写字和举笔忘

字的现象而担忧。为此，近年

来，他自创汉字书写的教学模

式，即“快乐书写”，并深入高校、

企业、中小学开展汉字书写的教

学活动，成果显著。“虽然开展书

法的教育和普及并不是什么惊

天动地的事业，但是我认为意义

非凡，未来我也将继续做下去，

并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国文

化传承的队伍中来。”郭廷坚这

样说到。

2013年，CCTV为郭廷坚拍

摄专访纪录片《奇书妙笔》；2015

年，随航海家翟墨先生驾驶无动

力帆船重走海上丝绸之路；2015
年，受米兰世博会中国馆邀请，

在中国主题馆前向世界各国展

示中国汉字的书写魅力。

此次，中国教育电视台为纪

念建党 100周年，推出《奋斗者》

栏目，在全国范围内邀请各行业

100名奋斗者代表人物上节目，

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自创汉字书写教学模式
我县郭廷坚登上《奋斗者》栏目

今 日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