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在跃进湖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一块电子大屏便将社区 6 个小区，
2770 套住宅， 294 户商户， 以及应急
事件、 社区工作的情况， 尽收眼底。 工
作人员向记者演示， 用鼠标随意选取
某一栋单元楼， 该楼栋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以及相关信息都一目了然。

记者看到， 大屏左方对社区实有
人口、 实有房屋、 社区情况进行动态展

示； 右方显示的是社区服务信息发布、
应急事件、 智能硬件情况。

“通过智慧社区大数据平台， 可
帮助物业、 社区、 街道办等管理部
门按管理需求实时掌控社区管理要
素。” 仲文亮说， 跃进湖社区积极探
索基层社会治理“智治之路”， 着力
打造湖南省首个智慧社区标杆， 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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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针对疫情防控需求， “跃
进未来” 智慧社区项目通过在跃进湖
各小区出入口安装人脸识别及自动
测温系统， 并配置口罩佩戴识别提醒，
在筑严筑牢社区防线的同时， 有效节省
人力物力， 也减少了人员接触风险。

此外， 社区借助中国移动 5G 云
广播及时发布疫情动态， 确保疫情防
控重要通知及时传达社区居民， 一体
化智能灯杆监测环境和空气质量， 为
小区居民外出活动锻炼提供参考。

同时 ， 在征得住户同意的情况
下 ， 为 其 安 装 入户门 “技防 ” 装
置———智能门磁。 通过门磁系统， 社区
工作人员可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 24 小
时远程 “云监督”， 既大大提高管控
效率和精准度， 也减少了社区人员交
叉感染的风险。 住户一旦开门， 工作
人员会在手机上接收到短信和电话
提示， 对隔离人员进行 “云监督”。

平台的投用， 如同给基层社会治理
装上了 “智慧大脑”。 “一门覆盖标准
高， 智慧赋能更先进。 居民公约齐遵

守, 和谐稳定时代新。” 去年， 跃进
湖社区将 “跃进未来” 智慧社区平台
建设纳入新修订的居民公约中。

智慧社区是手段， 居民公约是内
核。 “我们社区做得非常超前， 平常
大伙去文体中心练习也是 ‘刷脸’ 开
门， 文艺骨干谱写了新版居民公约的
曲子， 通过共同传唱、 学习， 共同开
展活动。” 居民张友财说， 他作为社
区党员志愿者， 根据自己的特长， 在
社区组织了硬笔书法工艺培训班 ，
“开硬笔书法班也是落实居民公约的
一项具体措施， 活跃本社区的文化生
活， 培养后代学好传统文化。”

“在我们的前期工作中， 智慧社
区平台发挥了重要的效能， 特别是在
疫情防控之中。 接下来， 我们继续以
‘一键式服务、 一分钟响应、 一百米
到位、 一门式覆盖’ 的 ‘四个一’ 服
务标准来要求自己， 进一步完善智慧
社区平台建设。 通过技术性的手段与
居民公约这种精神上的共鸣， 共同促
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 仲文亮头
一扬， 自信满满。

“近几年来， 芙蓉区创新村规民
约 （居民公约） 方式方法， 做到群众
自己的事， 自己做主， 自己办理， 确
保了问题在社区 （村） 一线解决， 有
力维护了基层社区 （村 ） 的和谐稳
定。” 芙蓉区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
吴立平表示， 跃进湖社区结合自身特
点和优势， 将居民公约与智慧社区相
结合， 进一步提高居民自治程度， 提
升社区治理能力。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任琼瑨
见习记者 梁原

近日，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民政
局召开全区居务监督管理创新示范
社区工作推进会， 对芙蓉区创建全省
社区监督管理创新实验区取得的成效
进行总结梳理， 勉励各社区居务监督
委员会继续履职尽责， 整治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 “微腐败” 和不正之风。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
元 ， 如何让社区 “小细胞” 激活城市
“大活力”？ 推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 2019年 7月，
湖南省民政厅下发通知， 确认长沙市芙
蓉区为新一轮全省城乡社区治理和服
务创新实验区， 实验主题为 “建立健
全城市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

芙蓉区民政局迅速确立 19 个试
点 社 区 ， 积 极 探 索 社 区监 督 管 理
体制机制 ， 推进监督体系机制化、
推进工作程序规范化、 推进监督工作
信息化。

“清单式”监督
护航社区基层治理

“严禁监督流于形式！” 芙蓉区
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吴立平言语铿
锵， “以前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委员
由社区干部担任， 自己监督自己、 下
级监督上级能有多大约束力？”

如何破题？ 芙蓉区民政局大胆创
新：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委员不允许
在社区任职。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
的第一主任由各街道纪工委副书记兼

任， 分管领导由各社区的联点点长担
任。”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委员如何
构成？ 吴立平介绍， 由 5~7 人组成，
包括三分之一党员代表， 三分之一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 三分之一群众代
表， 均由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与
社区居委会换届同期进行 ， 任期相
同。 如此一来， 有效破除了 “自己监
督自己” “下级监督上级” 等既尴尬
又无效的局面。

吴立平说，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
对照 “监督清单” 履行职责， 重点监
督涉及民生的惠民资金、 惠民项目、
惠民政策落实及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解
决等情况。

2021 年春节前 ， 荷花园街道恒
达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对社区困难群
众 61 人、 “五帮扶” 对象 4 户进行
严格排查。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委员
接到居民投诉后， 通过入户走访、 信
息比对， 发现 “五帮扶” 对象中 2 人
存在问题， 不属于中低收入家庭， 不
符合帮扶条件。 监督委员会建议社区
取消这 2 人 “五帮扶资金 ” 对象资
格， 同时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确保
“五帮扶资金” 不走样。

在对恒达社区 15 户 28 人低保资
格进行审查中发现， 某低保户一家三
口中， 其儿子已研究生入学却还在吃
低保。 根据 《长沙市最低生活保障办
法》 第六条第二款， 户口未迁出的全
日制研究生不计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 通过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监督，
社区民政专干入户调查， 街道社会救

助工作站核实， 并报芙蓉区社会救助
局审批， 该家庭保障人口变更减少至
2 人。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要坚持有
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 加强群众监
督。” 吴立平表示， 社区居务监督委
员会通过区民政局业务指导、 街道领
导， 在划好的 “跑道” 中按照职责所
规定的 “权力清单” 进行监督。

聚焦民生实事
筑牢社区“幸福基石”

韭菜园街道蓉园社区纪检监督员
方雪梅说： “来到蓉园社区， 不为别
的 ， 只为查 ‘晾衣架 ’ 工程的账 。”
蓉园社区四区居民 “见缝插针” 晾晒
衣物。 鉴于此， 蓉园社区在广泛征集
居民群众意见后， 利用惠民资金， 在
几个片区安装了 34 副晾衣架， 同时
规范了晾衣范围， 升级了健身器材。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联合社区纪检监
督员深入实地察看， 向走访的部分居
民代表了解惠民资金项目实施的意见
和建议， 对社区惠民项目报箱、 晒衣
架、 书柜选址等情况进行检查， 并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要求限期进行整改。

收集群众意见， 聚焦群众 “急难
愁盼”， 敦促社区 “两委” 抓好民生
落实工作， 是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的
职责。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选举时
我们提出明确要求 ， 要选择公道正
派、 热爱公益事业、 敢于担当作为、
有责任心的人 ， 履行职责不能有私

心。” 吴立平说， “选对了人， 事情
就好办了。”

五里牌街道五里牌社区蒸菜街小
区居民欠水费已有 10 年时间。 多次
协商未果后， 2020 年 1 月 11 日上午
8 时， 长沙市自来水供水公司城东分
公司对该栋住户停止供水， 居民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
委员第一时间赶到小区， 安抚居民情
绪， 并协助社区和该公司进行协商，
在最短的时间恢复居民正常生活用
水。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还协助社区
召开多次居民会议及协商会， 争取多
部门的牵头帮助 ， 2021 年 5 月底 ，
该公司已逐户安装水表。 社区居务监
督委员会在解决积压多年的水表入户
难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十几年的
历史遗留问题得以解决。

两年时间里， 芙蓉区在创建全省
社区监督管理创新实验区中充分发
挥社区党员、 居民的监督主体作用，
不断创新和完善社区民主监督的组
织形式和工作机制。 其总结出的经验
和方法， 目前已向全区 75 个社区、 5
个村全面铺开， 并加大了明察暗访、
督查督办、 反馈通报力度， 推动城市
社区建设成管理规范、 服务优质、 监
督有力 、 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
体， 提升社区整体治理能力和水平，
为社区干部用权戴上 “紧箍圈”， 让
社区管理更 “阳光”。

居务监督居民做主， 社区管理更“阳光”
芙蓉区创建全省社区监督管理创新实验区

上接 1版

智慧社区出新招， 齐家治区“屏” 天下

智慧社区综合治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