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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滨城区秦皇台乡站东新
村王门村民张洪霞拿着积分卡走进党群
服务中心的文明村风积分银行兑换超市，
兑换了一袋洗衣粉和一袋面。拿着兑换
的东西，张洪霞笑得合不拢嘴，“这些积分
都是我平时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环境卫
生整治和志愿服务活动获得的，不仅为群
里作了贡献，挣了积分还能兑换相应的物
品，真是太好了。”

为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村民
道德素养、规范村民日常行为，秦皇台乡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着力点，在全乡推行

“文明村风积分银行”管理，构建起了“共
建、共治、共享”的村级管理新格局，为全
市基层市域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模
式。

今年以来，秦皇台乡坚持党建引领，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为主线，以提升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水平为目标，积极探索推行
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
的市域社会治理新体系，创新、丰富和拓
展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容和方式，打造形
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基础和重要
保障，打造出了具有当地特色、时代特
征、“五治”融合的市域社会治理“秦皇台
模式”。

党建引领聚合力，构建市
域社会治理共同体

今年以来，秦皇台乡以村“两委”换届
为契机，优化调整基层组织，撤销了原有
的治理体制未理顺的3个农村社区。在形
式上，将全乡48个自然村整合为9个行政
村，每个行政村辖5—6个自然村；在机制
上，每个行政村成立党总支，选举产生村
委会，自然村保留党支部，选举产生村民
领导小组；在体制上，通过改建、扩建、新
建等不同方式，每个行政村建立新村办公
场所和党群服务中心，实行村“两委”坐班
制度。同时，乡党委、政府派驻工作人员
在各村党群服务中心承担党建服务、社会
治理、便民服务、帮办代办等为民服务事
项；各自然村原有场所保留，负责小组自
治、村民议事、经济合作社办公、村民福利
发放等事项。

“我们通过村‘两委’换届，进一步理
顺了基层治理体制，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在
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真正把服务群众
落到了实处，带动提升了党建引领市域社
会治理的能力。”秦皇台乡党委副书记赵
国亮说。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在基层治
理中，党员干部的榜样力量对于激发党员
群众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
朝阳新村党总支书记李明自当选以来，便
一头扎进了村里。成立合作社、建设“三
同”教育基地、带领群众发展庭院经济、搬
迁公墓、建设老年公寓和孝善食堂……他
坚持用心、用情、用力为村民办实事，赢得
了村民信任和点赞。如今，村里的党员和
群众都纷纷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积极
投入到村里的事务之中。

“党建就好比一根‘针’，社会治理就
像是千条‘线’。”秦皇台乡党委书记姬晓
龙说，“基层党组织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坚
强保证，通过党建引领构建起市域社会治
理共同体后，通过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能
够有效提升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

同时，秦皇台乡还充分利用主题党
日、党员“淬火工程”等节点，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广泛开展宣传党的政策、弘
扬主流价值、培育文明习惯、倡导文明新
风等方面的宣讲活动，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服
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
坚强战斗堡垒。

“自治”夯实根基，激发市
域社会治理内生动力

秦皇台乡结合基层组织优化调整，由
组合的自然村全体村民共同选举产生新
村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公共卫生委
员会，选举产生村民代表和自然村村民领
导小组，从根本上实现了以群众为主的自
治主体。同时，以优化调整后的9个行政
村作为基本治理“单元”，各村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通过丰富组织载体，完善村规
民约，优化治理流程，提升村民自治的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了市域社会治
理模式创新。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人’，想要抓住
‘人’这个关键，就要充分发挥村民的积极
性和自主性，让村民自愿、自主、自觉参与
到乡村治理中来。”姬晓龙说。为引导群
众“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服务、自我
发展”，秦皇台乡积极探索实施了“文明村
风积分银行”管理。

“我们制定了严格的管理细则，对村
民的日常行为、品德行为、环境卫生等进
行量化考核，让村民明白应该做什么、必
须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让村民形成

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
秦皇台乡组织委员朱华亭说。

同时，该乡推行每月固定“议事日”制
度，由村“两委”成员、党员和村民代表参
加“议事”，共同商议村庄治理、村集体经
济发展、低保户评选、惠农补贴发放等问
题；指导各村修订完善现有村规民约并上
墙公示，鼓励村民相互监督、制约，规范日
常行为；引导各村实行“一月一晒”村民自
我监督机制，将党务、村务、财务事项全程
公开。

秦皇台乡通过多措并举，从老百姓身
边的小事抓起，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充分
激发了广大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办”的自
觉性，形成了基层治理由“政府主导”的单
一推动模式向“政府引导、全民行动”的双
轮驱动模式转变。

文明宣教润民心，推进“德
治”建设常态化

今年以来，秦皇台乡以德治为先导，
在全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多措
并举推进德治建设常态化，在全乡营造了

“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打造德育阵地，在

辖区各村、社区、居民小区，通过制作墙
绘、设置宣传栏、展示四德榜、安装LED屏
等多种形式，大力弘扬“孝”文化，引导村

民培育良好家风家教。同时，积极开展德
育文化进校园、进课堂活动，让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熏陶。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丰富多
彩的群众文娱活动。全乡现已成立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9
个，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全覆盖。
全乡志愿者达到2000多人，占常住人口
的10%，注册志愿服务团体10个，每个村
都建有志愿小分队。各实践站不断梳理
群众需求，围绕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讲
党的政策、丰富活跃文化生活、培育践行
主流价值观、弘扬传统美德、推动移风易
俗等重点，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移风易俗、

“寒冬送温暖”“文化进万家”、疫情防控宣
传等志愿服务活动达300余次，受惠群众
达8000余人次。

同时，以移风易俗为重点，开展各类
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评选文明户和“好婆婆、好媳
妇”等典型人物和道德模范，弘扬良好家
风，强化道德教育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聚焦农村结婚彩
礼、丧葬礼、滥办酒席等，大力开展陋习整
治行动，狠刹攀比风，让婚丧从简逐渐成
为群众自觉，引导树立文明乡风。

“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德治建设系列
活动，不断拓展工作模式，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为载体，持续强化基层宣传
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全乡深
入推进乡村德治建设。”秦皇台乡党委宣

传委员张永滨说。

“法治”保障固根本，筑牢
市域社会治理之基

面对新形势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复杂
性，秦皇台乡充分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
将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运用到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之中，充分利用
法制宣传周、“12.4”宪法日等主题宣传
日，不断推进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进校园、
进农村、进企业、进商户、进机关，筑牢市
域社会治理根基。

近日，站东新村前杜的杜某某来到乡
司法所，请求对其与邻居之间相邻宅基地
上的一棵杨树的归属权进行调解。在了
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乡司法所所
长李新军多次到现场查看，并召集村干
部、村法律顾问和当事人到党群服务中心
解决问题。经过耐心调解，最终双方达成
共识，并现场签订和解协议书，纠纷得到
了圆满化解。

秦皇台乡结合地域特点，打造了全区
特色司法所品牌——“言和驿站”调解工
作室，创立了“三四五”调解工作法，即“三
心”“四步”“五法化解”，实现了矛盾纠纷
的闭环式处理。近日，该乡又紧紧围绕基
层法治建设要求，落实办公场地、办公设
施设备，独立设立了司法所办公室、社区
矫正室、言和驿站调解工作室等，并统一

悬挂了司法行政徽章，规范了标识标牌，
达到了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标准，并健全目
标岗位责任制，规范各类岗位职责，各项
制度规范上墙，确保各项工作运行规范。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选聘了2名司
法辅助人员和3名专职人民调解员，不断
充实基层司法所队伍，为司法工作注入新
动力。

今年以来，秦皇台乡持续加强对各类
矛盾纠纷调解力量的协调联动，根据实际
情况将信访接待、法律援助、纠纷调解、全
科大网格平台等有效整合，成立综合治理
服务中心，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
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了

“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同时，依托乡综
治中心，在9个行政村设立法律服务室、村
民说事室和“言和驿站”矛盾调解室，实现
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
乡，矛盾就地化解不上交”。

“我们通过不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将法治精神延伸、融入矛盾纠纷化解、网
格化管理、村民议事、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的全过程。如今，崇法尚法的理念在全乡
已深入人心、蔚然成风。”秦皇台乡党委副
书记赵国亮说。

同时，乡综治办每月都会召开矛盾纠
纷分析例会，分析和排查不稳定因素，推
动信访维稳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
重点抓好“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引导律
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市域社会治理；
定期举办人民调解员培调班，不断提高基
层调解人员的调解技巧及处理问题纠纷
能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智治”支撑激活力，探索
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径

近年来，秦皇台乡坚持把市域社会治
理信息化建设作为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
的重要支撑和助推器，坚持高起点谋划，
创新数字化治理思路，积极用信息技术赋
能基层治理，助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
平。

积极构建纵向畅通、横向聚合、闭环
高效的社会治理“全科大网格”，打造“主
动发现、精准落实”的社会治理体系，以

“小网格”撬动“大治理”，构建了全乡“一
张网”大网格管理平台，实现了事件流转、
处理及网格员考核等全部通过大网格平
台进行，提高了办事效率。迄今，已累计
办理网格事项8万多件，办结率达到95%
以上。

高标准推进“雪亮”工程，擦亮平安
“千里眼”。在全区率先整建制完成雪亮
工程建设，整合全乡视频监控资源，将48
个自然村和4个城市小区全部接入雪亮工
程统一监控平台，全乡200多个监控探头
全部接入平台监控，重点部位视频图像采
集率达100%，充分发挥了预警预防、震慑
犯罪作用，全面提高了对各类风险隐患的
预测预警预防能力。

创建全区首家“云广播”，推进广播服
务平台一体化建设，当好群众“顺风耳”。
与区融媒体中心合作，在全乡部署智能广
播系统，实现统一平台呼叫、分散呼叫相
结合，目前已有4个村完成布点实验，推动
辖区社会治理向“智治”转变，为社会治理
效能提升增添科技动力。

部署鹰眼智能化立体监控，实现24
小时全域立体监控全覆盖、信息实时传
送。依托辖区铁塔优势，投资150万元布
局建设“鹰眼”全域立体智能监控系统，在
全乡8个46米高的铁塔上分别安装360
度旋转的高空热成像双目云台摄像机，实
现社会治安事件、消防预警、智能巡逻、自
动报警等功能，每个摄像机辐射半径达3
公里范围；同时，在主要交通要道路口安
装32个低空球机和低空卡口摄像机，实
现治安监控、车辆跟踪、人脸识别等功能，
实现了高空与低空、远景与近景，人员与
设备的互为补充，为乡村治理插上了智慧

“翅膀”。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党委领

导的‘五治融合’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搭
建好乡村联动的网格治理体系，探索系
统、高效、多维的有效社会治理模式，以

‘小网格’托起‘大服务’，用‘一张网’办好
群众身边事，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姬晓龙说。

构建“五治”融合新体系 蹚出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径
滨城区秦皇台乡不断创新、丰富和拓展市域社会治理内容和方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邵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

网格员入户征求群众意见。 言和驿站调解群众矛盾纠纷。 法律服务面对面便民利民。

帮办代办，满足群众需求。

村规民约上墙村规民约上墙，，引导群众自我管理引导群众自我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