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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社区成为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关
键阵地。3月10日，习近平总
书记深入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风
景区街道东湖新城社区考察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时特别指出：
“社区在这次保卫战、阻击战中
立下了大功。”

东湖新城社区是一个典型
的“村改居”社区，他们的战

“疫”举措可以说是武汉1412
个社区的缩影。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该社区及时将平时的
基层治理机制转化为战时疫情
防控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筑牢并守严疫情防
控关键阵地。

社区党组织为中枢
强化区域联防机制

东湖新城社区大党委由社
区党总支主要负责人任书记，
村集体经济改制集团、物业企
业和4个辖区单位的党组织负
责人任委员，日常通过“三方联
动”“四方联席”“友好联络”等
方式，形成了紧密的基层治理
共同体。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
疫情，东湖新城社区大党委发
挥区域统筹的中枢作用，迅速

织起联防联控网，组织4名社
区卫生服务站医护人员，集中
精力落实分级诊疗措施；安排
物业人员每天对小区96部电
梯及公共环境进行消毒；组织
村集体经济改制集团33名党
员成立物资保障队，为高龄、孤
寡、独居、残疾居民提供上门送
餐送菜服务；协调辖区共建单
位和企业帮助居民解决生活保
供、应急出行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省、市、区
50名下沉党员干部增援东湖
新城社区后，该社区及时将他
们编入细分岗位，使其各司其
责，迅速投入战“疫”。

楼栋单元为战区
精化小区封控机制

东湖新城社区是小区型社
区，以楼栋为单位划分了9个
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了1名
专职网格员开展治理服务。

1月25日，该社区实施小
区封闭管理，绘制网格化作战
图，科学摆布力量，包楼到户排
查封控、保供服务。社区两委
包网格，负责统筹协调网格内
工作力量、生活物资和应急处
置事宜；网格员包楼栋，依托
35个楼栋长，收集汇总网格内
各楼栋的问题困难，及时上传

下达，就近响应处理；志愿者和
下沉党员干部包单元，在98个
单元门安排24小时值守力量，
组织散布在各单元的党员中心
户每天确认特殊群体健康状
况，组织开展邻里互助，发挥疫
情防控前哨作用。

据了解，清底排查攻坚战
期间，东湖新城社区党组织以
楼栋为作战单位，紧盯“五个百
分之百”目标，每天组织开展滚
动排查，实现93名“四类人员”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隔尽隔。

社区党员骨干为主力
细化群防群控机制

东湖新城社区平时坚持每
周一活动、每月一宣传、每年一
晚会，搭建社区大舞台，培育舞
蹈队、腰鼓队、合唱队等10余
支活动团队，凝聚了350余名
社区党员和居民干部常年协助
社区开展自治活动。

当疫情防控进入最较劲的
关键阶段，东湖新城社区工作
者、下沉干部连续作战。社区书
记吹响“集结号”，社区党员骨干
迅速响应，各类活动团队就地转
化为志愿服务队，协助社区为全
体居民免费发放基本生活包、基
本防护包，累计为居民送米面粮
油蔬菜等物资共计20余吨；志

愿服务队主动与社区工作者、下
沉干部、志愿者换防，轮流承担
流动宣传、清洁消毒、大门封控
等工作，形成了决胜疫情防控人
民战争的强大气场。

信息化手段平台强支撑
完善战时响应机制

东湖新城社区日常通过微
信群、“微邻里”小程序，线上收
集居民服务需求，线下响应处
理问题诉求，形成了良好互动。

疫情发生后，东湖新城社
区第一时间将所有社区工作人
员的电话公布到社区网格群，
工作人员24小时接听居民电
话，响应解决各类问题和困
难。进入疫情排查阶段后，该
社区运用“武汉微邻里”小程序
的肺炎自查、体温测报、智能心
理咨询师等功能，及时掌握居
民健康状况；依托“民呼我应”指
挥平台，有序上报、协调患病居
民转诊送医需求，第一时间转
运32名新冠肺炎患者。小区采
取24小时封闭管理措施后，该
社区以“线上自选+无接触配
送”的方式服务居民日常生活
保供；对居民进行线上心理测
试，并及时安排专业心理咨询
师有针对性地对居民进行回访
疏导，让他们安心宅家战“疫”。

战时防疫转为常态化
持续探索基层治理机制

3月21日，东湖新城社区
的全体社区工作者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信，报告了武汉新增确
诊和新增疑似病例持续保持

“双清零”的好消息，表达了继
续坚守好阵地、履行好职责的
坚强决心。4月8日，习近平总
书记给东湖新城社区全体社区
工作者回信，勉励他们为彻底
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再立新功。

东湖新城社区收到习近平
总书记回信后倍受鼓舞，并积
极将疫情防控战时机制调整为

常态化基层治理机制，探索实
践了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具体
做法为：

坚持组织体系与治理体系
一体建设，强化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东湖新城社区深化疫
情防控经验，推动组织向楼栋
和居户扎根，依托“社区党组织
—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
党员中心户”的组织体系，构建
上下联动、一贯到底的常态化
防控基层治理体系，各类防控
指令和工作任务通过党组织精
准传达落实到位。

坚持社区力量与社会力量
一体发力，培育壮大基层治理骨
干队伍。东湖新城社区将疫情
防控中表现突出的党员骨干、志
愿者登记造册，组建“老东湖”巡
逻队、“谢小玉”志愿者服务队、

“帮帮团”红色工作队，形成组织
化、常态化的群防群治力量；将
下沉干部临时党组织纳入社区
大党委，统筹调配下沉党员干部
资源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做实社
区大党委“三张清单”、述职评议
工作机制，把各方力量都凝聚在
社区党组织周围。

坚持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
一体推进，走好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党的群众路线。东湖新城
社区针对疫情防控从战时状态
向常态化转变的实际，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断优
化政务服务、生活服务、法律服
务、文体服务、关爱服务和党员
服务，将治理寓于服务之中，引
导居民群众自觉参与常态化防
控和社区治理。

坚持线上平台与线下机制
一体加强，着力提升“民呼我
应”效能。东湖新城社区将疫
情期间形成的各类团购群、邻
里互助群整合进“武汉微邻
里”，以楼栋为单位形成线上邻
里互助圈，组织社区工作者、民
警、物业人员进圈入群，完善问
题发现及问题协同处置机制，
把各类矛盾有效化解在基层。
（图片由武汉市委组织部提供）

■林存华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街道东

湖新城社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基层

治理的重要讲话及指示精神，以

党建引领基层阵地建设，织密基

层的组织网、治理网、服务网和

信息网，探索出了一条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一是健全组织体系，织密

组织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东湖新城社区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将日常建立的

区域共建机制，迅速转化为战

时疫情区域联防机制。在疫情

防控转为常态化之后，该社区

又依托“社区党组织—网格党

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

户”的组织体系，建设常态化防

控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是创新治理机制，织密

治理网。东湖新城社区以楼栋

为单位划分网格，配备专职网

格员开展治理服务，有效地将

网格化管理机制转化为精准化

封控机制。在疫情防控转为常

态化后，东湖新城社区将疫情

防控中表现突出的党员骨干、

志愿者登记造册，打造了一支

融合社区力量与社会力量于一

体的基层治理骨干队伍，织密

了群防群治的治理网。

三是提升服务水平，织密

服务网。东湖新城社区将平时

凝聚的350余名社区党员和居

民干部，转化整合为疫情防控

战时志愿服务队，协助社区有

序开展工作，服务居民群众。

该社区党员骨干倾情倾力工

作，带动许多居民主动参与社

区疫情防控，形成了社区居民

相互服务的良好氛围。在疫情

防控转为常态化后，东湖新城

社区将治理寓于服务之中，进

一步丰富了服务的内容，织密

了基层治理的服务网。

四是依托科技支撑，织密

信息网。疫情发生后，东湖新

城社区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

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有力促进了非常态化情

境下工作的开展。在疫情防控

转为常态化后，该社区将疫情

期间形成的各类团购群、邻里

互助群整合进“武汉微邻里”小

程序，以楼栋为单位形成线上

邻里互助圈，进一步强化了社

区治理的信息网，实现了信息

“收集—处置—反馈—评价”的

闭环运行，促进基层治理的信

息化、智能化。（作者系中国浦

东干部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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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阵地建设织密基层治理网络以阵地建设织密基层治理网络

■中国城市报记者 杜英姿 郭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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