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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整洁的街道， 停放有序的车
辆， 随处可见的志愿者， 笑容可掬的
老街坊…… “家馨宁、 心安宁”， 走
进宁乡市城郊街道石泉社区馨宁新
村小区，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幸福和谐
的画面。

然而三年以前的馨宁新村小区却
并不 “馨宁”， 作为宁乡城区和宁乡
经开区的拆迁安置小区， 面积仅 2.9
平方公里的馨宁新村小区 8 年内共计
迁入了 2156 户 、 5000 余名安置户 。
小区内部利益矛盾纠纷频发 、 群众
“12345” 投诉率居高不下， 乱丢乱占
乱搭、 在公共场所养鸡鸭、 种菜等不
文明现象普遍存在， “脏乱差” 一度
成为昔日馨宁新村小区的代名词。 如
何扭转馨宁新村小区治理乱象， 成为
困扰石泉社区党总支书记朱胜的一道
难题。

建强支部， 小区有了主心骨

2019 年 ， 随着宁乡市全面启动
小区党建工作， 让朱胜找到了破局的
“关键一招”。 在石泉社区 “两委” 一
班人的努力下， 全新的馨宁新村小区
联合党支部应运而生 。 袁清 、 高利
民、 朱江等热心党员成为馨宁新村小
区的第一批党建骨干。 “我们几个都
是社区中资质较老的党员， 平时社区
志愿活动参加得比较多， 当时朱胜书
记找到我们， 要我们一起将小区的党
建和治理抓起来。” 馨宁新村小区联
合党支部书记袁清回忆道。

石泉社区还将馨宁新村小区的社
区直管党员和流动党员统筹纳入社区

第二支部， 并由小区党员朱江担任社
区第二支部书记， 通过在社区党总支
下设支部的形式， 实现社区党建与小
区党建之间的联建共建。 “我们将社区
支部会开成了小区的支委会和党员会，
将党员主题党日活动开展成党员服务
群众的活动， 真正将小区党员的力量
转变为小区治理的力量。” 朱江介绍。

党支部的成立凝聚了小区治理的
合力， 越来越多的党员走上街头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 让馨宁新村小区的群
众切身感受到 ， 小区不再是 “无人
管”， 小区有了党支部！

党员出列， 担当群众服务队

2020 年以来 ， 宁乡市通过开展
党员 “三亮三比” 行动等， 推动全市
在职党员、 社区直管党员下沉社区治
理网格， 这让馨宁新村小区的党员队
伍进一步壮大起来。

“越来越多的小区党员和群众希
望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 如果组织不
好， 就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 袁清
表示。 “必须要建立一套精细化、 多
样化的党员作用发挥机制 。” 为此 ，
馨宁新村小区创新实施 “红绿蓝三马
甲” 志愿服务机制， 将 “红马甲” 作
为治安巡防队， “绿马甲” 作为环境
维护队 ， “蓝马甲 ” 作为政策宣讲
队。 三支服务队成员轮流上岗， 常态
化、 全天候参与小区治理。

“红绿蓝三马甲” 机制为馨宁新
村小区的治理绘就了鲜亮底色。 “红
马甲” 每日穿梭于小区的角角落落，
“大姐， 请你戴好口罩” “大哥， 请

你车不要乱停”， 他们担当小区秩序
的 “守护者”； “城管队么？ 这里有
人涉嫌虚假宣传推销” “市监局么？
这家出租房有人涉嫌造假洗涤剂 ”，
他们协助有关部门查处多起违法违规
案件。 “绿马甲” 从整治小区群众最
关注的 “占用公共绿地种菜” 行为打
开局面， 党员们各显其能， 说服亲朋
邻里 “退菜复绿”， 让小区圈地种菜
的不文明现象得到有效改善。 “蓝马
甲” 队员则时刻冲锋在中心工作第一
线， 疫情防控中他们积极协助卫健人
员； 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中， 他们带
领街道社区干部逐一敲门上户……

“在我们小区， 有困难找党员，
比找社区， 打 ‘12345’ 更方便。” 小
区王娭毑称赞道 。 “刚我家电灯坏
了 ， 就是 ‘红马甲 ’ 帮我修好的 ！”
在全体小区党员的共同努力下 ， 到
2021 年 ， 馨宁新村小区 “脏乱差 ”
现象得到彻底扭转， “12345” 投诉
率同比下降 80%， 群众满意度提升
90%， 社区荣获 “宁乡市文明社区”。

凝心聚力， 构建自治新格局

2022 年初夏 ， 馨宁新村小区热
闹非常， 小区各党建骨干分楼栋、 片
区组织居民会。 “各位邻居， 今天我
们继续讨论馨宁新村小区自治条例第
5 条， 关于 ‘成立小区物业基金， 居
民按房屋占地面积每年交纳 300 至
800 元不等， 有困难的可以参加相应
工时的志愿活动作为替代’ ……” 党
小组长杨建良向居民们倡议。

小区居民以党员为中心凝聚成一

个整体， 共同憧憬小区的光明未来。
“通过 《馨宁新村小区自治条例》， 由
居民出钱出力共筹物业基金、 共建小
区基础设施； 开展 “邻里守望” 工作，
共同关心关注小区中的老人和孩子； 启
动党建文化广场项目建设……” 居民
大会上， 朱胜的话语铿锵有力。

在小区联合党支部引领下， 2022
年下半年， 馨宁新村小区业主委员会
成立， 11 名业主委员会成员全部由
党员担任； 石泉物业公司成功入驻，
馨宁新村小区正式步入党支部、 业委
会、 物业公司 “三轮驱动” 的小区自
治新时代。

“下一步， 我们将全面推广馨宁
新村小区党建经验， 号召党员 ‘亮身
份比奉献、 亮立场比担当、 亮作风比
作为’， 引导社区居民 ‘共商、 共建、
共治、 共享’， 全面推进社区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朱胜表示。

（据新湖南客户端）

本报讯 （通讯员 许光明 肖敏）
“十分感谢政府， 感谢你们尽职尽责、
真情帮助。” 近日 ， 3 名社区矫正对
象及家属来到长沙市开福区社区矫正
管理局， 对该局和湖南省臸仁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激动地道谢。

据了解， 今年 9 月 8 日， 长沙市
开福区社区矫正管理局、 省臸仁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联合开展 2022 年 “爱的滋润” 重点
走访及助困助残慰问公益活动， 3 名
社区矫正对象是活动的帮扶对象。

此次活动捐赠的物资为日化用
品， 面向开福区 16 个司法所的社区
矫正对象及安置帮教对象开展， 共为
其中 27 名残疾人、 残疾人家庭及其
他困难对象发放。

此次活动向社区矫正对象及安置

帮教对象传递了党和政府的关心、 社
会的关爱，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教
育矫治的质量打下良好基础， 推进社
区矫正工作迈上新台阶。

今后， 开福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将

继续加强与省臸仁社工的沟通与合
作， 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的积极作用。 同时， 全面了解掌握辖
区社区矫正对象的行为、 思想动态等
情况， 有效维护辖区安全稳定。

高标准严要求复审
打造“五星级” 社工站

本报讯 （通讯员 曹一帆
匡一聪） 11 月 14 日至 18 日 ，
益阳市民政局二级调研员贵秋
民带领市民政局慈善社工科 、
湖南省臸仁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益阳市社会工作服务指导
中心工作人员及聘请的实务专
家和财务专家开展了为期一周
的乡镇 （街道） “星级” 社工
站资料复核和实地复审工作。

本次复审团队分两组， 深
入 8 个区县 （市） 申报 “星级”
（其中 “五星级 ” 23 个 ） 的社
工站进行资料复核和实地复
审。 专家分别从站点阵地建设、
职业化、 专业化服务等方面进
行认真审核， 并对社工开展社
区、 小组、 个案服务活动后如
何总结提炼进行指导。

在资料复核和实地复审情
况反馈会上， 贵秋民表示， 本
次活动也是对全市社会工作发
展进行的一次督导， 区县 （市）
民政局和社工站项目承接机构
要坚定五星级站点创建决心 ，
不仅在场地建设上、 申报材料
上要达到五星级标准， 在实际
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更要
有五星级的标杆作用， 让服务
对象满意、 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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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乱变治！宁乡市安置小区背后的党建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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