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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为您心中的品质社区投票点赞快为您心中的品质社区投票点赞！！

投票规则
1请在选票内填写您心目中20个品质社区编号，多选少选均视

为无效。选票复印无效。
2同一个人在不同渠道同时投票，均视为有效。如若发现刷票

行为或数据异常将取消评议资格。
3、选票填写后，请寄送至：宁波市宁东路 901 号宁波日报报

网移动媒体部，邮编：315066。邮寄截止时间为10月3日 （以邮戳
为准）。

投票活动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姓名 联系手机

“品质社区”推荐评议活动选票
（请填入20个社区编号，多填少填均为无效）

由宁波市文明办、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市思想政治工作(精神

文明建设)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宁波市第三届品质社区推荐评议活动，今

天迎来更加激烈的 30进 20投票环节。请读者朋友投出宝贵一票，为您

心目中最有“品质范”的好社区点赞。

前一阶段为了体现品质社区推荐评议活动的公平、公正、公开，本

届活动设立社区观察团，由 6名大众评审员和 6名市民巡访员实地走访

社区评分，用双脚“丈量”社区的文明。经过大众评审员和市民巡访员

连续7天不间断的暗访和评选，30强从入围的社区中脱颖而出。

从今天起，活动进入市民投票环节，请您根据下方 30 强社区简

介，填写刊登在版面下方的选票，或者通过甬派客户端、中国宁波网、

“宁波发布”、宁波文明网及其微信公众号中的任一渠道，为心目中的品

质社区点赞投票。参与投票的读者有机会赢取话费。

投票结束后，将产生20个提名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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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景社区 是省级文明社区、市优秀志愿服务社区。多年
来，社区以党建为龙头，着力推进三社联动，坚持以“互
动、互助、互惠”为指导，以“条块联动、组织联建、党

员联管、活动联搞、资源联用、服务联做”为原则，充分发挥党员模
范带头作用，动员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使繁景人的“家”更
富吸引力，更具品质力量。

外滩社区 是市级文明社区、市创建文明城市先进社区。
社区五方联动共建协议机制，共建成果丰硕；“外滩时尚
港”建设，时尚商贸氛围浓厚；创新时尚党建、电商党

建、服务党建、和谐党建、公益党建等“五个党建”模式，打造成组
织领导优、民生服务优、环境秩序优、文化活动优、道德风尚优、居
民满意度高的品质社区。

南一社区 是省级文明单位。社区立足混合型老旧小区实
际，以“暖意南一”为品牌，通过老年人健康互助养老、青少年
假日成长乐园等提供“温暖”服务；“万事圆”调解工作室、“治

立方”协商委员会等实现“温和”治理；“邻里乐”“邻里学”“邻里颂”三大
模块打造“温情”文化；“一家亲”志愿服务平台营造“温馨”邻里关系；推
进老旧小区品质提升，建设“温美”环境。

江北区

镇海区

同心湖社区 高知集聚、人文荟萃，建有省首个大型体育综
合公园。社区坚持以自治服务手册、社工名片为载体，将
服务送入千家万户中，以精细化管理，推进“阳光服务，

和谐同心”；辖区有院士 2名，正副教授 260余名，省级文保单位 2处，
依托国际化社团组织，以及全市唯一的社区级“教授讲堂”等品质载体
和“双全治理”优势禀赋，将智慧融入居民生活，努力实现“内智外慧，
魅力同心”。

胜利路社区 为全国科普示范社区、省文明社区。近年
来，社区不断深化“科普型”品牌社区创建，以“科学+治
理”为抓手，探索“家人治家”治理新模式，依托“家

园”原生机制，以“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为支点，撬动“当家”“管
家”“爱家”“恋家”等治家四举措，全面建设“社区事务共参与、难题
破解大家干、品质生活众人享”特色社区。

玉兰社区 是全国社区侨务工作明星社区、省级文明单
位。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发
展友谊、增进团结”，创新服务方式、推进文化交融、提升

文明参与、共同探索共商共治，全面打造“心桥”品牌，让 600多名国
际友人、港澳同胞和广大本地居民在爱的氛围里相互帮助，心心相连，
共同成长，素有“北仑联合国”之称。

清风社区 是全国第三批优秀学习型社区。多年来，社区
积极探索“三社联动”社区发展模式，以社区为综合平
台，引进社会专业教育组织，打造了“青少年梦之坊”品

牌；创新街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成立清风创益巢，建设了现代化的
社区便民服务体系。

明馨社区 是省级绿色社区、市级和谐社区、市级优秀学
习型社区。社区坚持以党建为龙头，以文明和谐为目标，
以全员共建为手段，探索建立“345多元共治”乡镇社区治

理体系和“文明我先行”“最美”系列创评机制，全面调动党员、居
民、企业等的力量，建成“夕阳巡逻队”等 26支社区自治团队，形成
了共建共享的文明社区建设模式。

安丰社区 是全国优秀学习型社区、浙江省民主法治社
区、宁波市社会工作示范基地，系海曙区首批老小区停车
位改造、首部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工程试点社区。在社区党

组织带领下，坚持“大公治、微自治、多元共治”的发展思路，全面
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目前共有社会组织 50 多家，其中“红玫瑰
手工坊”已创建 10 多年，使社区社会组织成为推进社区建设的积极
力量。

文昌社区 是全国优秀学习型社区、浙江省卫生先进单
位。近年来，社区通过抓机制、建队伍，推行“邻距离”
便民服务品牌建设，“百岁粥坊”“公益 24 集市”“绿色银

行”“倾听 10 分钟”“百岁绿植园”“和谐促进联谊会”等一批创新举
措，让社区居民处处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营造了文明和谐的社区氛
围。

长山社区 是典型拆迁安置社区，所辖小区均为宁波市垃
圾分类示范小区。社区围绕党建引领，推动物业党建联
建，形成“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并

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强大动力，让文明之花开遍
“秀水长山”。目前，环境优雅、宜居宜业的长山社区已是拆迁安置社区
中的“新地标”，拆迁居民新生活的“伊始地”。

海曙区

金钟社区 是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第二届宁波品质社区
提名社区。社区以“金质服务暖民心、钟情和谐睦邻里”为宗
旨，打造童梦亲情、公益奉献、金色年华、法治守护、德艺双馨、

诗意墨香、时光记忆“七朵金花”，播撒文明种子，奏响“金钟和美”之音，让
全体居民共享品质生活，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

阳光社区 是宁波市和谐社区、第二届宁波品质社区提名
社区。多年来，社区以党建“锋领阳光”为引领，以“七
彩文化”为载体，发挥“社区志愿者联盟”作用，扩大

“民情直通车”品牌影响，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宣教活动，评选文明
楼道，不断提升社区文明创建水平。

四明社区 是宁波市和谐示范社区、余姚市文明社区，近年
来，社区探索实施“三位一体”小区自治模式，创新社区“六联
四议”工作法，构筑基层社会治理“一起来”格局，大力推进文

化家园、精神家园建设，打造“商圈楼宇”特色文化，培育好家风道德品
牌，建立“牵手四明、与爱同行”志愿服务公益小站，“相约5号”“阳光义
工”“银辉闪耀”等服务品牌深入人心。

酱园街社区 是宁波市级文明社区、全国科普示范社区、全
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近年来，社区积极探索社区党委网格
化管理服务体系及“物居业”三方联动机制，大力推进社区治

理创新和居民自治管理；“红色驿站”多样志愿服务、“锦绣家园”科普文
化艺术节等特色服务品牌，提升了社区的服务品质，让居民们每天享受
品质生活。

胜山社区 是宁波市级文明社区、省示范社区居委会。近
年来，社区探索实施“三位一体”自治模式，推出“党群
半月谈”“道德模范室”“居民说事点”等作为有效的工作

机制提升社区品质。“慈孝文化节”、“1+2+1”夜间巡逻等一些特色工
作卓有成效。同时不断推进老小区整治改造及美丽小区创建工作，提
高居民幸福指数。

奉化区

余姚市

日丽社区 是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社区。社区位处鄞
南，汇集芳华，以红色为引领，坚持“组织共建、社企共
谋、文化共享”，开启“1+3+N”的工作模式，积极开展

“e市场”、爱心接力等文化活动，建有“新智造”智创联合空间、“白
领之家”壹号孵化室、慈善文化音乐馆等社会组织阵地，营造“出则
繁华尽揽、入则静谧独享”的幸福共同体。

东海花园社区 东海花园社区是全国首批绿色社区、省级文
明社区。社区始终坚持“生态环保、绿色宜居”发展理念，强化
红色引领，以“德”“和”“艺”“绿”“美”五大版块为抓手，倾心

打造社会治理精细化、民生服务品牌化、文化提升系统化、绿色环保全民
化、环境品质园林化、质量管理国际化的美丽花园社区。

和丰社区 是省级党史教育基地。近年来，秉持“党建引
领、公益先行”理念，成立全省首个文创党建综合体，推
行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打响“初心创投”“午

间微公益”等品牌，深挖红色、匠心、睦邻等文化内涵，承接社会组
织、垃圾分类等 20余项市区试点，一个社企共建共享新型高端社区样
板已具雏形。

城兴社区 是市级和谐社区、区级文明社区。社区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积极挖掘社区各类人才，不断整合资源，建
立了城事阳光“e+1”志愿服务平台，设有城艺空间、暖心

工坊、青苹果乐园等工作室和“幸福来敲门”“小雨点爱心团队”等多
支志愿者团队，为社区居民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让公益阳光延伸和
辐射多个群体，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东城社区（福明街道） 是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省节水型社
区、市级文明社区。社区紧扣“淘文化”主题，打造“乐淘怡居、
乐淘怡养、乐淘怡悦、乐淘怡善”品质生活。“淘青年”服务品

牌通过“团队发掘、资源整合、组织交流、网络联通”四位一体模式打造区
域化服务。“小娘舅握握团”法律服务专业社会组织获第三届中国青年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铜奖。

戎家社区 是宁波市文明社区。近年来，社区通过溯历
史、访后人、寻文物，让百年“惇叙文化”在戎家社区得
以积淀传承，探索了“惇叙·戎情”特色品牌、“五维”治

理模式、跨行业公益联盟等，全面建成“社·村·企”三方携手的红
色三角新格局。文脉传承结合社区内新老地标的建设和重塑，使得老
城之中屹然崛起一座新的文化家园。

舒苑社区 是省级文明社区。社区着眼建设以居民、社会组
织、辖区单位为区域共同体，运行“3×5”舒心工作法，打造

“爱心接力站”创建品牌，开辟“四色睦邻”服务阵地，搭建“居
民论事”矛盾化解平台，推行“微项目、微自治”治理模式，从而构建了一
个文明、祥和的“舒心之源、幸福之苑”。

古塘社区 是宁波市文明社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社区以“真诚服务、真情相助”的服务理念，从多元共
治、机制创新、队伍加强和环境美化入手，打造“邻里之

家”“四点钟智慧乐园”等创建品牌，组建15支志愿服务队，注册志愿
者 895人，开展“七助”志愿服务，共同缔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
文明祥和”的幸福家园。

曙光社区 是慈溪市文明社区，浙江省老龄工作规范化社
区。社区把“心怡、人健、家和、居乐”为工作目标，打造

“爱+夕阳红”创建品牌，组建 10 支志愿服务队 308 人注册
志愿者，开展“夕阳增辉曙光梦、健乐怡馨祥和苑”系列活动，以全
科优质服务，提升居民幸福感，建设德明心润、人健家和、邻睦居
乐、气清景美的宜居家园。

银河社区 是宁海县首个垃圾分类、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示
范社区。社区积极探索“社区+商圈”党建新模式，形成党
建圈、服务圈、发展圈“三圈合一”的工作格局。建有文

明劝导队、格桑花志愿服务队等多个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开展“书香
文化节”“九九邻居节”等活动，有力促进社区文明和谐、品质提升。

兴海社区 是市级文明社区、和谐社区。社区以“打造全
景党建、建设美丽兴海”为目标，建立党群服务中心和阳
光家园残健共融开放式生活基地。通过“幸福颐养”助

老、“博爱家园”助学、“阳光家园”助残、“来料加工”助困等项目提
供优质公共服务，获得了当地居民的一致好评。

北仑区

慈溪市

鄞州区

宁海县

象山县
丹桂社区 成立三年来，结合辖区年轻人多、外来人口
多、人才多的特点，着眼“真诚服务、融怡丹桂”的服务
理念，以亲子阅读基地、暑期假日学校、邻里节、象山民

俗文化传承等项目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宣教活动，引导居
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打造“融合社区”特色服务品
牌，营造象山人和新象山人融洽、和谐、幸福情感共同体。

大 榭

高新区

金海岸社区 是全国综合减灾防灾示范社区、省级文明社
区。社区突出党建核心引领，弘扬“敦和睦、德有邻”睦
邻自治理念，全力打造“双百四有”睦邻服务圈党建品

牌，做到“百米见党员、百秒有回应”，让红色触角延伸千家万户，同
时，群众性文化社团让红色细胞融合品质文化，“海岸之心”志愿服务
让红色能量汇集民生福祉，实现民需、民事、民困、民忧有人管。

新晖社区 成立于 2009 年 6 月，是宁波市文明社区、和谐
社区。社区秉承社会治理创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
务”的工作方式，注重家风家训建设和文明宣传工作，“微

心愿”工作平台突出“邻里互助”和“微公益”主题，社区征集、发
布心愿双向结合，积极营造和谐融洽社区氛围，加快建设管理有序、
服务便捷、环境优美、居民和谐的精品社区。

本版撰文 张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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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社区深入推进文明创建，日益显现“品质范”。 （市文明办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