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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周周三晚上，鄞州区中河街
道东城社区的一幢小楼里准时响起
诵读声，聚在一起学习诵读的有30
位居民，而指导他们的是全国第六
届百优电视节目主持人、鄞州区广
播电视台新闻主播姜琴。她在东城
社区设立了“姜琴诵读工作室”。

像姜琴这样的名家工作室在
中河街道已有 8个，分别是城兴社
区钱丁盛书法工作室、春城社区郑
燕越剧工作室、桑菊社区郑健甬剧
工作室、东裕社区史久阳摄影工作
室、天城社区何娅敏舞蹈工作室、
彩虹社区枫叶亲子阅读工作室、剑
桥社区太阳花健康生活工作室。

这 8 个导师都是志愿服务性
质的，中河街道牵头帮他们在社区
成立工作室，他们义务教授居民，
社区免费提供场地。该街道党工委
委员竺培勤说，聘请文化领域优秀
人才为导师，在社区设立文化工
作室，方便居民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选择文化导师，享受培训、辅导、
咨询服务，在“家门口”享用文化大

餐。2017年10月，首批名家工作室
入驻8个社区。

身兼月湖诗社理事、明州朗诵
团艺术总监等社会职务的姜琴平时
工作很忙，但每当培训时间，她就推
掉社会活动，全身心地投入辅导培
训，并一直坚持着。首批学员经过12
次培训，马上可以“毕业”。他们成为
诵读的种子，可以带动周边的居民。

“我会继续把工作室办好，让大家喜
欢上诵读，为‘一人一艺’文化工程
尽自己绵薄之力。”姜琴如是说。

天天背着摄影包的史久阳是
鄞州日报新闻中心摄影主管。他在
东裕社区指导居民学摄影，将理论
与实战密切结合。他既给居民讲焦
距、曝光、测光的理论，还带他们到
院士公园实拍“花与人物”，并对居
民的作品进行点评。一堂课上完还
要布置“作业”，每人 3 至 5 幅摄影
习作,下堂课再点评。

在鄞州区舞蹈家协会主席、舞
蹈高级教师何娅敏的工作室里，前
来学习的居民太多，何娅敏只能分批
上课，教居民中国舞、民族舞等，其中
10多名学员坚持学下来以后成为各
社区的骨干，可以教其他居民舞蹈
了。

国家二级演员、甬剧名家杨柳
汀的亲传弟子郑健辅导的居民都
是戏迷，有一定的甬剧基础。郑健
的课十分受欢迎，五六十名戏迷济
济一堂。郑健纠正居民的唱腔，或
者作示范演唱，从专业的要求提高
戏迷的水平。

枫叶亲子阅读工作室由毛欣
星等 10 余位优秀教师组成，致力
于推广儿童公益阅读活动。工作室
成立至今，共开展亲子阅读活动
10次，有100多人次的家长和孩子
在阅读中感受到快乐和启发。

太阳花健康生活工作室由专
业在职医生和退休医生两部分组
成，每周二和周五开展健康咨询、健
康管理服务活动，还不定期开展针对
性的健康教育讲座。工作室引入健康
志愿者服务队伍，及时有效地解决居
民的健康需求，服务居民 500余人
次，开办健康教育讲座6次。

“文化名人在自己居住的社
区，为有共同爱好的居民免费传授
技艺，有着共同爱好的居民聚在一
起提高艺术素养，形成善教乐学的
良好风尚，为建设文化社区打下基
础。”街道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朱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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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迁：
助力重大项目落地生根

为加快推进重点区块居民和企
业征迁，下应街道坚持“依法征迁、
阳光征迁、平安征迁”原则，全力实
现全域开发建设地块征迁清零。

今年 3 月 21 日，随着姜村汪家
地块应拆未拆房屋的腾空拆除，标
志着该街道顺利完成辖区拆迁地块
所有待拆房屋拆除“清零”，这些待
利用地块用于建设百亩花海、停车

场等公益项目，改善片区环境。
从 2012年起，下应街道启动大

面积征迁工作，征迁总量 200 多万
平方米，9 个村有 8 个村已经拆迁。
目前，仅存在少量的滞签户，去年该
街道共完成征迁签协82户，其中74
户住宅，8 户非住宅，共计 36703 平
方米，原房拆除73户。

今年，柴家、史家码村、河西村、
姜村等拆迁地块 133间（套）7200平
方米应拆未拆房屋也顺利拆除，为
轨道交通 4 号线、首南路等重大项
目顺利推进打下了基础。

接下来，该街道将继续按照“保
重点项目、保安居用地、保全面征

迁”的工作思路，推进首南东路、金
达路、万卷路、湖下路和轨道 4号线
等工程项目用地征迁工作，确保各
项目在规定时间能如期开工建设；
力争在今年全面完成东升、姜村、黎
明、柴家、河西、史家码 6 个建制村
项目“滞签户”签约扫尾工作。

建设：
夯实基础提升城市品质

路桥工程全面铺开，共有 12个
项目，主要包括对首南路、金达路、
启明路、崇德路、沙公路等主要道路
或桥梁进行新建或改造提升，总投
入14亿余元。

从下应南路驶入正在建设的首
南东路，一条宽阔整洁的交通“大动
脉”令人欣喜。道路路面已建好，正
在进行绿化带建设，这条高标准建
设的道路，一改昔日坑坑洼洼的印
象。

首南东路是“东南新城”一条东
西走向的城市主干道，项目总投资
约 2.8 亿元，全长 2.02 公里，道路标
准宽度为 36米。整个项目分三个阶
段实施，预计 2018年底可以建成通
车。目前，一标段（下应南路—金达
南路）已建成，二标段启明南路以西
至福庆路长度约 900 米，正在进行
填筑及地下雨污管线等施工，预计

今年下半年完工。
正在建设的轨道交通 4号线横

穿下应街道首南路，是下应“东南新
城”未来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下应城
乡融合的重要纽带。眼下，配合轨道
4号线盾构建设的首南路跨甬新河
桥改造提升工程开始进场施工。

首南东路、泰康东路、启明南
路、美康中医院、“乐邻汇”邻里中心
……随着一批城市配套项目的实
施，“东南新城”的城市功能越来越
完善，为城市居民的入住奠定了基
础。

洋江水岸社区是目前鄞州区单
个体量最大的拆迁安置社区，是姜

村、胜利村、河西村、东升村和部分柴
家村拆迁户及部分国有成套住宅等的
安置用房。去年 10 月份房屋交付以
来，已有400多户居民入住。

今年，下应街道治水的力度没有
减弱，“五水共治”项目计划涉及管网
改造、排水整治及管网检测疏通修复
工作等9项工程，总投资22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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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应下应：：精准发力打造精准发力打造““东南新城东南新城””

鄞州智能健康产业园、轨道交通4号线、首南路
和甬新河景观绿化带、江六新村一期二期、洋江水岸
一期配套幼儿园……随着一大批项目规划、建设的
全面推进，“东南新城”正在蝶变。

今年，下应街道积极响应鄞州区“六大专项行
动”号召，挖掘街道在招商引资增效、重大项目攻坚、
强创新转动能、城市品质提档、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
亮点，聚焦有效投入、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勾勒出下
应街道高质量发展的“施工图”，奋力开创“东南新
城”建设新局面，打造品质发展新高地，一个生态、宜
居、幸福、和谐的“东南新城”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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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应街道夜景。

湾底村一景。 （朱军备 朱娇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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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小微权力”的规范运行，是推动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的具体措施，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
自2014年开始，宁波市在全国率先推行“小微权力”规范
化运行，界定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权力，从源头上把
农村小微权力关进“笼子”。自那时起，江北农村小微权力
运行也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

石碶石碶：：
村社管理从村社管理从““独角戏独角戏””走向走向““大合唱大合唱””

石碶街道四个平台网格员上门与居民进行沟通。（忻之承 陈朝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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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邵家艳

办事按流程 村务有章法

如今，走进宽敞明亮的鞍山村
菜场，干净整洁又颇具古典韵味，
与该村“青砖黛瓦马头墙，绿树清
河木栈道”的气质分外契合。早在
2015 年，鞍山村菜场受到了强台
风的袭击，村民们纷纷提议，要求
新建菜场。

在村民与村干部一番商议酝酿
后，拟定方案，经村民代表大会决
议、公示后开始建造，村监会与部
分村民全程监督并参与验收。整个
过程公开透明，群众心里亮堂，干
部心里坦然。

“按照流程图来操作，账目一

清二白，村民放心，干部安心。”
鞍山村党支部书记邬明忠笑着说。
原来，邬明忠口中的“流程图”，
正是鞍山村村级“权力清单与流程
图”，这个流程图囊括了 44 项权
力，逐项列明村级事务的行使依
据、运行程序与办理要求。这个流
程图家家户户有，干部人手一册。

鞍山村积极畅通监督渠道，将
村主要干部的工作与“村民说事”
相结合，在每月的“村民说事会”
上，将上阶段村级重大事项向村民
进行通报，并接受村民的质询与监
督，实现从“灌输式”向“互动
式”转变。

村监会，作为村里的“纪检组
织”，重点围绕“人、财、事”三
方面，着重监督村级“三资”的使
用情况，还包括工程项目建设、集
体资源承包租赁等，发现问题及时

向街道（镇）纪工委（纪委）汇报。

管住微权力 释放大活力

“村官”权力虽小，如果用好
了，会发挥大作用，带来大变化；一
旦用得不好，就会造成大影响，变成
大腐败。

2017年，江北区农村信访件占
总数比例减少到 39.6%，而 2013年
这个数据为60%左右。这得益于构
筑“上级专项监督+村监会贴身监
督+群众日常监督”的立体监督体
系，强化了对农村小微权力规范运
行监督。

近日，江北职能部门公开通报
了一起村负责人违反小微权力规范
化 运 行 的 问 题 。 2013 年 至 2015
年，该村果园被承租后，催缴多次
仍未及时收取租金；2015 年在厂
房租金调整后，未在公开栏进行实

时公开。该行为违反了《江北区农
村干部廉洁履职若干规定》中村级
事务民主管理第五条、村级事务民
主监督第一条。这是江北区推行

“小微权力”规范化、扎紧制度篱笆
的一个缩影。

在江北基层阳光网设置群众投
诉举报窗口，相关职能部门、街道

（镇） 纪工委 （纪委） 受理，有效
引导群众依法有序监督小微权力规
范运行情况，并对典型问题进行公
开曝光，对违规违纪人员形成有效
震慑。

推行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以
来，江北区共开展各类监督检查
130 余次，发现问题 135 个，开展
提醒谈话 30 人，批评教育 2 人，
诫勉谈话 2 人，通报批评 1 人，党
政纪处分 15 人，移送司法机关 1
人。

江北
村务有了章法村务有了章法 小微权力小微权力““进笼进笼””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续大治
通讯员 朱尹莹

“清风赤壁”的家距离石碶北
路不足 50 米，自从去年宁波东高
速出口切换到石碶后，他家旁边的
这条路就成了晚上 9点后货车、大
卡车的必经之路。“我们小区是砖
混 结 构 、 建 了 有 20 多 年 的 老 房
子，这些载重大的货车每次通过减
速带，房子就会跟着颤一颤。”住
在 1 幢、2 幢的居民难以忍受的是
雷鸣般的汽车喇叭声。有些老人被
这些声响惊醒，久久无法安睡。

很快，厉丰在微信网格群里接
到不止一起投诉。“一开始我以为
很简单，在指示牌上换个通行时间
应该可以了，就满口答应了。”让

厉丰没想到的是，大型货车进入城
区有规定时间，不是换个指示牌就
能完成。而石碶北路又属于区级管
理道路，如果需要大车绕行，涉及
监控的安装、道路的引导等多部门
的协调，必须由区交通运输局统筹
安排。

厉丰立即将这件烦心事上报至
街道“四个平台”。从现场调解、实地
调研、多部门协调到登报公示项目，
花了整整半年时间。大多数居民还
是理解的，在收集材料时，视频、图
片资料全部由居民提供，十分钟就
完成80多户居民的联名签字。

当大型货车绕道的消息在市级
媒体上公示后，北路二村的微信网
格群迎来了一波“加群”小高潮：
从最初的四五十人增加到 130 多
人，占到网格人口1/4。

随着石碶街道“四个平台”建
设的推进，实现了街道、村 （社
区）、网格的三级联动指挥，多部门

“无缝隙”融合，全区域网格“全科
型”转变，大数据信息“无障碍”
互通，使基层治理模式从“独角
戏”向“大合唱”转变。

对建庄社区网格长叶佩娜来
说，群众的满意度直接体现在参与
度：原本不熟悉的社区工作理顺
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跟你说心
里话了，不好对付的“刺头”也愿
意配合你的工作。

“以往楼道里放着杂物，喊话
无数次无人认领，现在到微信群上
一发，马上有物主自行处理。公共
通道上电瓶车乱停放，微信群上一
曝光，业主会自行处理好。”叶佩
娜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根本在于

打通沟通的渠道，服务在群众的心
坎上，实现矛盾解决在基层、纠纷
化解在村居网格内。

至今，该街道建成 157个网格
微信群，1.7 万多名群众参与社区

（村） 治理，平均每天处置事件上
百起。“报料从一开始一个月百余
件到如今日均百余件，现在整个工
作组的节奏是连轴转。群众参与的
积极性高了。”石碶街道“四个平
台”综合信息指挥室负责人说，日
前，他们组织了一场开放日活动，
让居民、村民近距离、全过程参与

“四个平台”事件处理，做深做好基
层智慧治理文章。

“再也不用忍受货车的噪声，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社区
这事做得漂亮。”每天浏览一遍反映社情民意的微信网格
群，是海曙区石碶街道北路二村网格长厉丰必做的功课。日
前，他惊讶地发现，原先因为“社区不作为”而愤然退群的
居民“清风赤壁”又加进来了，再次成为报料的主力。

小微权力和村民说事制度执行情况检查场景。 （徐欣 邵家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