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过程中，下辖
9 个行政村的新城街道在重点抓好城市建
设的同时，对“三农”工作也采取狠抓紧抓快
抓的态势。 “十四五”的起航之年，新城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着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街道将该工作作
为引领全办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工程，成立
了以党工委书记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
组长，站、所、办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
组，统筹谋划抓好全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
作。 对干部进行了轮换交接、选调了年富力
强的干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及时组织业
务培训学习新要求、新规定、新政策，精准对
标，扎实开展防返贫预警监测及动态帮扶工
作。

新城街道脱贫办专职副主任李炎强的下
村历程中，9 户“三类户”是他的重点关注对
象。 “每个月都要去他们家里走访，详细了解
群众的身体状态、务工就业、收入支出等具体
情况， 做好动态监测的数据对比分析和风险
研判，因户制宜确保消除返贫、致贫因素，保
障困难户有稳定增收来源， 政策保障应享尽
享。 ”政策和人力的双管齐下，让新城街道的
巩固衔接工作深入扎实地落实到人， 截至目
前，全办“三类”监测户均已落实了帮扶措施
及帮扶责任人，边缘户已全部消除返贫、致贫
风险。

围绕乡村振兴，新城街道结合各村实际，
因地制宜发展蔬果种植、特色养殖，引导农户
发展农家乐等产业。 如今，九里湾村的柑橘园

早已自成一景，每年秋冬时节，成群结队的游
客争相来到九里湾的橘园采摘游玩； 在大树
岭村，几十户农家乐遍布道路两旁，村民用自
种的蔬菜瓜果、自养的鸡鸭猪羊招待食客，农
家品牌渐成气候。

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 新城街道下辖村
组的群众有着更多元的致富途径， 无论是自
己发展产业，还是进城务工，都能在全办上下
竭力推动城乡一体化，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更加快速的增收
致富。 展望未来，新城街道的（居）村民皆充满
了信心， 在他们努力为幸福生活奋斗奔跑的
身影中，一个宜居宜业、文明和谐、开放富裕
的新城正在加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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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点，天边刚露出一点曦光，汉滨区新城街道
就已从寂静中被唤醒，卖早点的、卖菜的、环卫工人等群
体，让街道一点点变得喧嚣热闹起来，在越来越亮的天
光中，新城街道的大街小巷开始变得人潮熙攘，城市，又
迈进了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作为安康城区的枢纽中心，
新城街道 20 多万的居住人口为城市增添着活力， 也让
社会治理的难度较之其他区域更加艰巨。

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解锁基层治理的关键点，
让城市在焕发活力的同时平稳有序发展，汉滨区新城街

道党工委、办事处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三新”“三高”要求
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以党建统领全局，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动力，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服务水平，提升
治理效能，在全办上下的勠力同心下，新城街道各项事
业蒸蒸日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汉滨区新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光胜说：“今年以来，
新城街道围绕基层治理创新、安全和谐发展、民生福祉
增进，红色物业党建联建、‘我为群众办实事’，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区域重点工作，从平安

新城再提速、基础配套再加强、城市管理再优化，体制机
制再创新等方面齐心发力，不断补短板、强基础 、优服
务、保民生，着力绘好‘十四五’期间宜居宜业平安新城
的发展前程，跑出新城街道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书写
出生机盎然的新时代发展篇章，勠力同心共同绘就新城
街道华丽蝶变、人民生活幸福美好的动人画卷，让发展
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 ”

物业管理是一项牵动千家万户，事关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也是创新社会
治理、 推进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城街道的居住人
口也越来越稠密，大大小小的住宅小区是城
市治理的末梢神经，而随着居民需求的多样
化，小区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增多，为小区管
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老旧小区管理难、物业公司服务不到位
等问题让小区居民有苦难言， 对于下辖 18
个社区的新城街道来说，如何更好地化解这
些矛盾，建立长效破冰机制，是摆在社区管
理人员面前的难题。

今年以来， 汉滨区新城街道按照国
家、省、市、区工作部署，突出党建引领、立足
街道实际 ，创新举措 、攻坚突破 ，全面推进
“红色物业”建设，有效开展物业小区突出问
题治理，不断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以“小
切口”撬动城市治理“大提升”，让党组织的

力量延伸到基层治理的最末端，把小区治理
的难点、堵点疏通，大大提升了小区居民的
满意度和幸福感。

走进新城街道安火社区的鑫园小区，入
眼便可看到居民们悠闲散步的身影，孩童在
游乐场边玩耍，老人们扎堆拉着家常……整
洁有序的环境更为寒冬增添了不少亮色，一
幕幕温馨的场景，全仰赖于“红色物业”这项
铁的“抓手”。 自该小区在新城街道和社区的
指导下成立了业委会党支部，推进物业党建
联建， 以往矛盾投诉频发的问题大大减少，
居民们有了主心骨， 遇事再也不怕没处解
决，没人解决。 “自从咱们小区成立了这个红
色业委会啊， 解决问题的效率是提升了不
少，前几天我家里下水道墙壁渗水，找了他
们，不到十分钟，就有人上门给我解决，可是
方便了我们这些老年人。 ”提起新的业委会，
小区居民鄢大爷赞不绝口。

安火社区党支部书记夏成红告诉记者，

社区严格按照业主委员会选举相关程序，指
导辖区有条件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引导在
职党员、离退休党员加入业委会，组建了一
支支政治素质过硬，纪律作风优良，时间精
力充沛，威望高凝聚力强，真心实意地为小
区居民服务的业委会队伍，同时组建了业委
会党支部， 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真
正引导小区居民实现了自我管理、 自我服
务。

而放眼全办，“红色物业”已在新城街道
“遍地开花”，双堤社区、朝阳社区等 18 个社
区的各个小区，都相继成立了以社区党组织
为核心，物业和业委会党组织为依托，楼栋
党小组为触角的“红色物业”，构建起“社区
党组织＋小区党支部＋居民党员楼长制”的
组织架构，将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
服务企业拧成一股绳，创新党建引领物业服
务的管理模式，打通了服务业主的“最后一
公里”。

1 党建引领促服务，红色物业筑标杆

道路干净整洁、 公共区域成为风景线、
文明新风随处可感……走在双堤社区，处处
可以感受到社区的“颜值”与“内涵”。 从几千
人的双堤村到现如今两万四千余人的城市
社区； 从十年前的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
理；从当初几名干部“一张嘴、两条腿”到“双
网双员”微治理、再到今天的网格化治理、网
络化运行、精准化服务，双堤社区不停在探
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致力于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

在双堤社区的街巷间行走，随处可见的
巡逻队员和头顶上的监控“天眼”，是让居民
感到最安心的存在。193 个“电子眼”，遍布双
堤社区的犄角旮旯，让整个社区的公共空间
处于无死角的状态。 而这一套视联网工程，
为双堤社区打造智慧高效、精准精细的善治
街区立下了十足的功劳。

11 月中旬的一天，来到安运司批发市场

购买东西的胡女士，将电动车停在一个不起
眼的角落后便进入市场，两个小时后，胡女
士发现自己的电动车不见了， 急得唉声叹
气。 “我车里面还放的有家里的证件，公司的
印章，找不到可咋办啊。 ”正在胡女士一筹莫
展之际，批发市场内的摊主告诉她“肯定能
找到，这边都有监控，放心吧。 ”果然，社区民
警通过调取双堤社区的监控，很快锁定了嫌
疑人，找到了胡女士丢失的电动车，保障了
群众的财产安全。除此之外，“技防＋人防”的
护民工程在疫情防控和防汛期间也发挥了
巨大的效用，使得该社区的安全指数节节攀
升，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日益递增。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治理更为
复杂，由单一的网格化治理到下沉于社区楼
栋，双堤社区的做法既是新城街道推动城市
现代化治理的缩影，也是走在前列的标兵样
本。

双堤社区党委书记王龙刚说，结合市委
市政府号召在全市推广的“321”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双堤社区党委提出了“党建引领聚
合力，创新治理践初心”的口号，针对社区实
际，建立了具有双堤特色的“321”基层治理
模式(“1331”工作机制)。 通过抓党建抓出生
产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建立党员 、人大代
表、中心户长（网格长）三线联系服务群众体
系；推行网格化治理、网络化运行、精细化服
务相辅相成的服务群众载体；搭建“六位一
体”组织体系为骨架，五联共建机制和“两说
一商”为纽带，信息化建设为支撑的高效平
台。 凝聚党员“先锋队”精神，发挥群众“主人
翁”意识，团结共建“同盟军”，真正实现了自
治 、法治 、德治 ，用 “干实事 ”换得了 “民心
暖”。

完成房屋征收 20 余户， 迁坟 160 余棺，
完成黄洋河垫地工程项目租地 145.23 亩，兑
付地面附属物 20 余户；完成南环快速干道旁
原花卉市场拆除工作； 组织实施完成西坝棚
改、 瀛湖路棚户区改造项目被征收安置户共
计 84 户的安置选房……

今年以来， 新城街道征收工作在汉滨区
委、 区政府的领导下， 紧紧围绕公开公平公
正、阳光透明、依法征收这一原则，确保了全
办重大项目建设房屋征收工作依法有序推
进。

在征迁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之际， 严格的
“两违”管控措施为城市更和谐，环境更靓丽
做出了铁拳整治。曾几何时，乱搭乱建成为城

市伤疤，占地圈地成为农村乱象，为有效扼制
“两违”痛点，新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积极组
织各方力量、强化巡查力度，在各村、社区重
要路段，醒目位置悬挂“两违”宣传横幅、制作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展板、出动巡查车辆
巡回播放宣传音频。与此同时，实施多级网格
管理，对每个网格管控区域进行分片，根据情
况划分实行包片到人，落实辖区管控全覆盖，
不留死角和盲区。 采取白加黑、5+2、错时、不
间断、定期将片区队员进行交换、无人机侦查
等多种方式进行巡查管控，避免漏管、脱管等
现象发生，杜绝一切管控漏洞，及时有效的制
止了违法违章现象的发生。

在一系列硬举措的实施下， 新城街道处

处焕发新光彩，一方面是城市建设的更新换
代，另一方面，是摒除陋习的除旧布新。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目标下，街道上下全
力推进“创文”工作 ，送文化进社区 ，讲宣传
落实落地 ，常态化开展各项志愿活动 ，建成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让文明之花惠及群众，
全民参与共创文明的积极性大大提升，街道
的垃圾少了 ，文明的行为多了 ，市容市貌整
洁靓丽，城乡之间天蓝水清 ，新城街道成了
环境美、风尚美、建设美的代名词，引领着全
区各镇办在推动城乡建设、 加大 “两违”整
治 、美化人居环境 、创建文明城市等方面作
出更大的贡献。

2 激活为民新动能，基层治理显成效

3 奏响发展加速曲，文明花开两相宜

4 振兴乡村有抓手，村美民富更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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