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华圣灯街道
关家社区1网格

2013年以来，该网格紧密结合
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新机制，坚持
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居民代表和党
员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创新基层
社区服务管理模式，大力推行社区
网格化服务管理，实现社区管理的
扁平化、精细化、信息化，实现社区
服务的全覆盖、无缝隙。

锦江水井坊街道
水井坊社区3网格

该网格以香格里拉酒店为中
心，由廊桥、水津街商圈环绕，是一
个既能承接大形商务峰会，又能提
供休闲娱乐的综合性商业网格，建
立起街道、社区、网格多级防控联动
机制，广泛开展群防群治工作，有力
保障成都G20峰会。

青白江大同镇
西林社区1网格

该网格以村“大联动·微治理”
工作站为统筹，深入推进网格管理
服务工作，确立了“化解企业矛盾，
护航企业发展”的工作思路，通过全
方位、多途径的耐心服务，以卓越的
业绩、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工业
企业老板和员工的一致好评。

双流东升街道
棠湖社区98网格

自街道实施网格化管理以来，
该网格充分发挥网格员、热心群众、
党员在网格管理中的巡查、带头作
用，多渠道解决问题，取得了发现及
时、处置快速、解决有效、监督有力
的效果。

金堂赵镇街道办
玉龙街社区1网格

赵镇街道办玉龙社区第一网格
位于老城区，共有住户268户，现有
网格员 1 名。网格员收集信息常遇
到谢绝和质疑，网格员通过电话沟
通、登门走访、耐心讲解，最终使居
民完全信服。同时，网格员全面运用
手机E通，在遇到纠纷问题时，通过
平台第一时间传给社区，做到及时
解决，避免居民来回奔波。

邛崃文君街道
文君井社区1网格

通过网格化服务，进一步创新
活动载体，开展个性化服务活动，进
一步畅通社情民意渠道，引导群众
更理性化地表达诉求，进一步深化
居民自治，培养群众主人翁意识，在
社区干部和协管员的努力下，做到
邻里友爱、邻里守望、邻里互助，达
到邻里和睦，最终实现大和谐、同快
乐的目标。

大邑三岔镇
三柏村1网格

自实施网格化管理工作以来，
该网格建设规范有序、管理制度落
实到位、服务管理卓有成效，形成了

“有事找网格员”的良好氛围。

彭州敖平镇
石音村1网格

实行网格化管理以后，社区工
作重心下移，居务信息的来源更多，
情况掌握更全面，把工作的触角延
伸到网格，延伸到一家一户，及时了
解居民的需求，及时解决一些矛盾
和问题，有效地避免了工作“盲区”
和“真空”，实现了社区管理服务全
覆盖。

龙泉驿柏合镇
长松村1网格

通过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该
网格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群众
矛盾纠纷，切实提升了群众的支持
度和满意率；让村民更好地树立了
政策参与意识；辖区村民安全意识
普遍提高，切实提升了辖区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

武侯区晋阳街道
吉福社区4网格

该网格坚持每日两巡查、收集
整理基础信息，调解居民矛盾纠纷，
做好信息网格化管理工作，深入网
格内的居民小区、单位，掌握政策法
律和与群众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熟
记网格内的社情民意、环境动态，并
将群众的想法和要求第一时间上传
给社区或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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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市委政法
委、市综治委办公室主
办的“平安成都·网格
明星”评选活动揭晓获
奖名单，即将举行颁奖
典礼。经过网络投票、
现场评审等环节的严
格评选，成都在全市
13431个网格、2万余名
一级网格员中遴选出
“十大明星网格”、“十
大明星网格员”。

据悉，此次评选活
动是成都市深化网格化
服务管理和“大联动、微
治理”体系建设的有效
载体，旨在通过网络投
票和专家评审，总结出
一批可推广的基层服务
管理好经验、好做法，以
此促推基层社会治理水
平不断提升。

人人都是网格员
人人争当网格员

2016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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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
自工作以来，她将所属网格内的人口

进行认真梳理，掌握了较为全面的人员信
息；共参与采集新增流动人口数千人、参
与食品安全、消防安全检查共48次。调解
矛盾纠纷20次。

“千里挑一”
评选“网格明星”

市 委 政 法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此次“十大明星网格”、“十大
明星网格员”评选历时数月，程序
严谨。首先，在全市的 13431 个网
格的 2 万余名一级网格员中遴选
出成都市 2016 年度“百佳优秀网
格”和“百佳优秀网格员”；然后，
从“百佳优秀网格”、“百佳优秀网
格员”中各选出 22 名优秀者，参与

“十大明星网格”、“十大明星网格
员”的竞选。

“最终的评选有网络投票、现场

评审两个环节，两个环节的总评分
才是最后得分。”该负责人介绍，11
月7日~11月11日，“平安成都·网格
明星”进行为期5天的网络投票，有
30万网友积极参与，支持自己心目
中的“明星”。随后，参选网格代表和
参选网格员进行陈述，接受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专家、市民代表等现
场考评。

最终，成华区圣灯街道关家社
区 1 网格、锦江区水井坊街道水井
坊社区 3 网格、青白江大同镇西林
社区 1 网格、双流东升街道棠湖社
区98网格、金堂赵镇街道办玉龙社
区 1 网格、邛崃文君街道文君井社
区 1 网格、大邑县三岔镇三柏村 1

网格、彭州市敖平镇石音村1网格、
龙泉驿区柏合镇长松村 1 网格、武
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4网格等获
评“十大明星网格”；严利桃、杨月
华、李晓菲、何德云、李姝莉、郭红、
周光林、郭倩、李莉、杨莉等获评

“十大明星网格员”。

老外也戴“红袖套”
人人争当网格员

从今年 10 月开始，成都市火
车南站街道桐梓林社区迎来了一
支肤色各异、年龄参差不齐的老外
巡逻队。8 名队员全是外籍人士，
分别来自来自美国、新西兰、加纳

等 5 个国家，他们没有统一制服、
没有标准用语，唯一显眼的标志是
每人的左手臂上围着一条红底白
字的袖章，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社
区巡逻员”。

这支老外巡逻队每周都会在桐
梓林社区进行巡逻，走进社区、楼
栋、家里，了解在社区生活的外国人
的需求。“我们更像志愿者团队。”黑
人队长张瑞这样定义他的团队和工
作，“红袖套”大概是一个帮助别人
的标识吧。

“平安成都，共建共享”，在榜样
力量的带动下，成都正在形成“人人
都是网格员、人人争当网格员”的良
好氛围。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何德云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一次次送进千

家万户，热心积极地为辖区居民排忧解
难。通过设置三级网格服务体系，目前发
现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十余次；通过手
持终端机上报社区网格平台，联合社区
综治队员对占道行为进行劝导和制止20
余起。

李姝莉
整合网格资源，充分培养和发挥网

格内综治协管员、楼栋长、老党员和热心
居民的力量，组成了网格志愿者服务队，
把网格内的各类治安案件、矛盾纠纷、安
全隐患等问题化解在基层，做到了小事
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郭红
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不

断落实贯彻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惠民
政策，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传
达到各手持终端机网格。同时，把群众关
心的热点和焦点及时向上和各职能部门
反馈，并协同领导制定一系列的工作预案
和对网格工作的管理制度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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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倩
短短几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很多帮

助，让周围的群众开始越来越了解网格化工
作，也让居民们养成了有什么问题先找网格
员的习惯，真正做到了矛盾化解在社区。

十大
明星网格

杨莉
在各小区不间断地对国家相关政策、流

动管理办法、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出租房
登记等宣传。让辖区内每个居民了解，行使
自己的权益。并及时准确掌握辖区内居民的
基本信息和合理诉求。

严利桃
近两年来，负责的网格内无群体

性事件发生，安全事故和治安案件为
零。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学习，于
2014年和2016年分别获得了全国社
会工作初级社工证和全国社会工作
中级社工证证书，为她能在院落工作
中解决问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杨月华
走家串户，她用脚步摸清数据；

体恤民心，她用脚步传递温情；创新
思路，她用脚步延伸工作触角；工作
不止，她丈量脚步不停。

李晓菲
温情如春般，时时解民怨；心细

如发般，处处帮民困。从事网格工作
以来，她办事公道，一心为民，已成为
该社区第四网格辖区内居民们的好
帮手、好朋友，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和
信赖。

周光林
两年来，通过她和同事开展入户走访、

帮教特殊群体、治安防控、突发事件处置等
一点一滴的辛勤工作，居民以前“有事找企
业”的观念，已转变为“有事找社区、找网格
管理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逐渐被社区
居民认同接受。

十大明星网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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