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现在打台
球、打乒乓很方便，不用去其他地方了！”接
连几日，新华路街道桐本北路社区的张先生
和老伙计们经常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打球累了就在阅读室看书，日子美滋滋的。

据悉，今年 9月，桐本北路社区以实施
“八个一线工作法”为契机，深入楼院到居民
家中，在充分入户座谈了解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与巩义开普物业公司多次协调，在最短
时间内建设了拥有“就餐、医疗、文化、娱乐
心理咨询等”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人
们可以在这里享受打扑克、下棋、唱歌、跳

舞、打乒乓球、练习书法、康复理疗等健身活
动，投入使用后，得到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八个一线工作法’深入人心，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让我们非常满意，倍感温
暖，感谢党和政府、社区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这么好的休闲娱乐场所。”退休老党员
韩宝平说，老年人没事了来这里活动，现
在说闲话的人少了，学习健身的人多了，
使我们身体更加健康了，家庭更加安宁
了，小区人际关系也更加和谐了，社区真
是为我们办了件大实事，这日间照料中
心就是我们的“心”家。

今年9月份以来，新华北路社区践行“八
个一线工作法”，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群众解决了一批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让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

该社区党总支负责人在走访入户中了
解到：因为水管老化，县社家属院发生水损
太大，群众拒缴水费，82岁的老党员老楼长
配合社区，多次开居民大会征求意见。最
后，大家同意管网改造后，配合年轻楼长一
起收钱，一起去自来水公司缴费，最终彻底
解决隐患，避免了一起群体事件的发生。

目前，该社区在所管辖的36个楼院全部
配齐了楼院长和党小组长，并建有楼院长、
党员、信息员、商户联络员等微信群。通过
这个渠道，社区党总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辖
区发生的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等，为及时处
置赢得先机。

社区利用社区多功能教室定期对辖区
楼院长、党小组长、商场超市的负责人进行
宣传培训，同时利用政策法规宣讲团下楼院
进商场宣讲。该社区不但在楼院建党支部、
党小组，在大的商场也建立党支部。社区还吸
纳辖区内“两代表一委员”“五老”、物业等社会

力量参与收集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辖区
金好来超市招商过程中，出现承租人资金链断
了，装修了一半停工了，收了30家租户的60万
元钱，该社区党总支接到信息员的汇报，立即
介入此事。想办法找来了承租方和租户一起
谈判，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引导他们走法律
途径解决，现法院已经立案解决。

在宣传上社区发挥居民群众主体地位
作用。目前社区不但有政策宣讲团，有文艺
队伍编的快板、大鼓书，有商户的电子屏，有
楼院黑板；社区还通过村规民约、道德讲堂、
禁毒禁赌会等大力弘扬传统美德，积极培育
和谐乡风，引导居民远离黄赌博、邪教等不
文明行为，全面提升居民素质。目前，社区
活跃着的 600余名平安志愿者，筑牢了平安
建设的第一道防线。

近日，社区工作人员下楼院排查时，发
现拖厂南院 7号楼居民在房顶治漏时，邻里
之间在移动太阳能的问题上产生纠纷发生
争吵，见状后及时劝阻并进行协调，正是社
区人员具备的这三种能力，保证辖区实现了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的和谐稳定局
面。目前，新华北路社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已形成。

桐本北路社区“学做结合”“打造老人的‘心’家”

新华北路社区 聚力打造共建共享平安和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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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育英街社区党总支深入
推进“八个一线工作法”，开展了入户大
走访活动，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纾民
困、暖民心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进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务实举措，
转化为谱写“三宜”美丽新巩义更加出
彩绚丽篇章的巨大动力。

育英街是承载几代巩义人的记忆
和梦想，见证了时代和一个城市的巨大
变迁。但是在建设“宜居、宜业、宜游”
美丽新巩义的今天，楼房老旧、街道狭
窄、房屋破败、设施老旧……育英街社
区的老旧小区和其他作为城市的有机
组成部分，经历了城市成长过程中的诸
多烦恼。

践行“八个一线工作法”入户走访
以来，育英街社区党总支书记焦海霞连
月来，经常做的事就是办好居民对宜居
呼声强烈的下水道管道老化、下水道盖
板烂、老式公房楼上水管老化，卫生间
漏水等问题。至如今，焦海霞积极和物
业公司协调，已经解决了三起楼房漏水
问题、宠物狗问题和门禁损坏的问题。
每个院内都安装了监控，老旧楼院坑洼
不平的道路全部维修，污水管道，化粪
池全部清理，盖板做了更换。居民高兴
地说：“有事找社区领导，事情就解决
了，感谢你们！”

“打造有情怀、有品质、有口碑、有
内涵的老城区微景观示范，环境美好
又温馨，一下子把社区的亮点提升起
来了。”该社区推进楼院治理，利用有

限的空闲地和大面积的墙体用来绿化
和美化，充分运用了老街的边边角角，
把美的种子播撒在以楼房旧、街道窄、
楼院小、车辆多著称的育英街，如今，
这里处处体现着街道的温暖与和谐，
让附近居民充分感受到了新华路街道
绣花般管理城市、匠心般经营城市的
良苦用心，被媒体称为“中原社区网红
打卡地”。

变化有目共睹，社区变得更有温
度、更有活力。巩义人的幸福感与日俱
增，新华路街道办事处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先后获得“国家级
创建无邪教示范街道”“省级文明单位”
“河南省文化先进乡镇（办事处）”“河南
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美丽
新巩义的画卷在河洛大地徐徐展开。

新兴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位于巩
义市和平路北段，辖区北至货场路、南
至新兴路、西至建设路东至富源路，辖
区共有10个居民小区、94栋居民楼。

该社区为推进高品质和谐宜居生
活社区建设，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现实需求，积极践行“八个一线
工作法”，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
功能复合齐全、资源高效利用、环境亲
民和谐的温馨家园，实现“社区和美有
变化、居民亲近有感受”的新格局。

党群服务中心布局采用温馨宜憩、
活泼灵动的主格调，将长期以来的行政
化办公桌椅替换为圆桌、茶几、可收缩
桌椅，改“办公柜台”为“服务吧台”，打
破挂墙制度、锁窗防护栏等行政化格
局；真正让群众走进中心就有“回家”的
感觉。设置饮水点，配备急救药品箱，

摆放血压计、体重秤，为办事群众提供
老花镜、雨伞雨披、针线包等便民物品，
让群众在办事的同时真正体会到社区
服务的“温度”。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始终围绕
亲民化做好空间布局，突出政治功能，
着力提升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向心力和战斗力。突出服务功能，为
民、便民、亲民，探索城市基层社区治
理新理念，让广大居民感受到社区有
家的味道、家的温馨，为不断提升居民
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巩义市
摘星夺旗创三宜，打造美丽新巩义不
懈努力。

新兴路社区 社区和美有变化，提升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

育英街社区 人居环境走出样本 老城的诗意留白

新华路街道践行“八个一线工作法”让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

在“解民忧 纾民困 暖民心”的实际行动中砥砺初心
11月5日上午，走在干净整洁的育英街，粉刷一新的墙壁干净整洁，金秋的阳光为街道两侧墙体上的美丽图案涂上了一层灿烂的色调，“幸福像花儿一样的”微景观下，老李老两口坐在长条椅子上，执手相守着静好岁月，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和老城的巨大变化，

时光温馨静谧。沿街店铺里人们为幸福生活打拼着。
为进一步深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新华路街道的机关干部和育英街社区的党总支书记焦海霞，为践行“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八个一线工作法”，连日来入户走访，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群众解决了一批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全力打通党委与群众“最后一公里”，让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务实举措，转化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的巨大动力。
在新华路街道各个社区，像这样的画面还有很多。
金秋里，一幅幅争先发展的锦绣画卷令人陶醉，记者感受到巩义市强劲的发展律动。记者 李晓霞 文/图

巩义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成立于
1999年，下辖6个社区居委会。

近年来，巩义市新华路街道坚持为
建设和谐宜居商贸中心和摘星夺旗创
“三宜”美丽新巩义，展现新华担当、贡

献新华力量。
近来，新华路街道办事处为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群众
观点，坚持走好群众路线，持续改进工
作作风，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全面推进
基层治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办事处领导
分别到辖区社区走访入户，围绕“解民
忧、纾民困、暖民心”行动，创新实行“八
个一线工作法”，助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有效开展，使辖区
广大党员干部带着问题走向基层、带着
思考走向实践、带着感情深入群众，形
成了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长效工
作机制。

今年 9月份以来，新华路街道办事
处带领各社区践行“八个一线工作法”，
情况在一线掌握，决策在一线形成，问
题在一线解决，作风在一线转变，感情
在一线培养，能力在一线锤炼，成效在
一线检验，形象在一线树立。紧盯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群
众解决了一批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群
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

“八个一线工作法”的实行，在密切
党群干群关系的同时，提高了广大党员
干部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真正做到把
各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把贴心服
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激发出广大干群热
爱巩义、奉献巩义的内生动力。

“当今社会，城市居民楼邻里之间
不沟通、不交流的陌生社区现象相当普
遍，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践行‘八个一线
工作法’，增强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货场路社区党总支负责人说，是
“八个一线工作法”让“陌生社区”变成
“熟人社区”。

货场路社区位于巩义市老城区北
部，居民 2570户、6630人。辖区内破产
企业多、老旧楼院多、下岗职工多等问
题，给文明创建、社会治理等一系列工
作带来了压力。近来，在新华路街道办

事处党工委的领导下，社区党总支结合
实际，以党建为引领，砥砺初心，实施
“八个一线工作法”，把“连心”作为建设
熟人社区、激发社区活力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下功夫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教育
引导居民群众走出家门、相知相熟、相
识相融，着力打造没有陌生人的平安和
谐幸福社区。

该社区不断探索创新城市基层党
建，将党的触角延伸至楼组，创新建立
党群共建服务站和楼院党支部，积极发
挥楼院老党员、老干部、热心人士的作

用，成立说理议事会、红白喜事会等，积
极调解矛盾纠纷，推进楼院治理，推进
“睦邻党建楼组”创建，并将“党建+文
化”元素注入楼组，坚持以楼院党支部
领导管理楼院、服务居民群众，推进上
级各项决策部署在楼院落地生根，做到
哪里有党员组织就建到哪里，哪里有群
众党的工作就开展到哪里，真正让党的
旗帜在每一个基层阵地上高高飘扬。

如今的货场路的熟人社区试点，取
得了显著成效，干群关系、社区邻里关
系更“有温度、有味道、有色彩”。

文化街是一个成立 20年的老牌社
区，曾经是巩义市 10多年的试点社区。
自9月份来，文化街社区积极推行“八个
一线工作法”，社区干部和工作人员走
得勤、说得来、想得实、做得好，达到服
务居民、化解矛盾、保障民生的目的，促
进服务居民水平大幅度提升。

社区领导班子带头转变服务模式，
由“他上门”的被动服务向“我上门”的
主动服务转变，走出办公室，走进居民
家，把收集社情民意放在工作的第一
位，当做每天的“必修课”。两个多月以
来，社情民意掌握在一线，社区惠民政
策宣传在一线，促进社会和谐在一线，

干部作风转变在一线，党建水平提高在
一线……社区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走访
居民群众2000余户，解决问题9项，整理
出待解决事项 8件。通过走街串巷，深
入居民，架起了一座党群干群“连心桥”。

推行“八个一线工作法”，该社区创
意开展了“一个人的微党课”，让党员们
自己讲，直抒胸臆，抒发对中国共产党
的热爱。党员们自己讲的时候，让家
人、邻居一起听，带动了社区一大片。
社区还推出了唱支红歌给党听等系列
活动。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居民的觉
悟普遍得到了提高。非公党建方面，
除了企业自身，和社区的引导支持是

分不开的。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组成
了巩义市唯一的一家新时代党建理论
宣讲团，通过聘请知名讲师和社区优
秀人士讲解各类政策，时事报告，政策
解读便民利民等方面的内容，老百姓
需要什么就讲什么，不单是接地气，还
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不单做好自
己的工作，还做好外联方面的工作，去
公园等人员密集的地方讲解各类政
策，时事报告。

该社区通过八个一线工作法，促进
了干部转作风、接地气，化解矛盾出实
招，解决问题见实效，让群众的满意度
在家门口升级。

文化街社区 化解矛盾出实招，解决问题见实效

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学做结合”化解民生难题，制定落实“八个一线工作法”

货场路社区 让干群关系、邻里关系变得更“有温度有味道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