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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作为浙江省典型的输入型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北仑区现有少
数民族成分46个，人口4.2万余人，其中流动人口约4万人。

近年来，该区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
标，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在全省率先探
索以“微组织、微窗口、微热线、微平台”为主要载体的“四微”建设
模式，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社团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着力推进
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拥抱在一起，有力推动了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创新发展。

践行共建共享，实现共治善治。去年5月，北仑区协同创建
的“米娜工作室”经验，得到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高度肯定，并
在全省推广；该区率先构建的“五位一体”协同机制，荣获

“2018年度全国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奖”；大碶街道、小港街
道谢墅社区新棉村等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
范单位”。今年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上，北仑区委统战部荣获全市唯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今年10月，该区《创新开启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浸
润式”思政工作模式》典型经验，被中央统战部转发推广。

“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全面
优化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全力推进并实现新时代
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奋力为‘三个北仑’建设画出最大最美

‘同心圆’。”北仑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陆亚芬表示。
为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精

细化方向发展，由北仑区委统战部牵头组织、区民族团结进步
促进会承担实施的全省首个民族工作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民
族工作‘四微’建设”日前通过验收。与此同时，《城市民族工作
服务指南》项目也获批立项，由此北仑区将获准制定全国首个
城市民族工作省级地方标准，并将成为推动新时代城市民族工
作共建共享、共治善治的“宁波样本”。

全员参与实现组织网络“全覆
盖”。该区坚持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
民族团结工作，成立由区委分管领
导任组长，各级各部门党组织相关
负责人组成的区、街道、社区（村）三
级民族工作领导小组，落实联系群
众、接待群众化解疑难问题、深入基
层一线调研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相
关工作制度；建立由 23 个部门、
10 个街道组成的民族协调工作小
组；搭建由 1 个区级民族团结进步
促进会，10 个街道民族团结进步
促进会分会，N 个社区、农村、企业、
学校等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小组或联
系点组成的“1+10+N”少数民族社
团“微组织”，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民族工作
基层治理组织网络体系，形成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支
持、合力推进的全域化民族工作新
格局。

以点带面实现工作对象“全覆
盖”。该区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
镇、进学校、进连队、进寺庙“七进”
和“一社一校一企一村一园”“五个

一”示范点创建活动为载体，搭建城
市民族工作网格化框架；秉持“重在
平时、重在交心、重在行动、重在基
层”理念，推进实施“建立一个示范
点、搭建一个宣传载体、举办一次知
识讲座、设置一项主题活动、打造一
个活动阵地、落实一个帮扶项目”

“六个一”工程，培育 80 多家各具特
色的示范典型，涵盖社区、学校、农
村、企业、连队等各领域，累计建立
民族工作特色品牌 120 余个。

优化发展实现考核体系“全覆
盖”。该区认真履行守护民族团结生
命线的政治责任，将城市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纳入党
委政府重要工作范畴及各级社会综
合治理和民宗系统考核目标，制定

《民族工作考核细则和评优办法》；
建立统战、民宗、公安、教育等部门
信息共享、秩序共管、联合执法、分
工负责的联动协作机制；设立专项
资金，发挥考核评价机制激励引导
作用，按照绩效量化考核结果实行

“以奖代补”，有效推动城市民族工
作由单一部门主管向共建共治的多
元化综合服务管理格局转变。

强化党建引领，创新网络化治理体系——

推动城市民族工作
由部门主管向共建共治转变

聚焦流动少数民族群众管理难
题，实施“两地双向”协同机制。
该区积极探索“嵌入式”服务管理
工作机制，主动做好流入地与流出
地对接工作。针对少数民族流动摊
贩、餐饮商户等管理难问题，先后
与新疆墨玉县、青海化隆回族自治
县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
输出地联系，建立“两地合作办
公、双向服务管理”协同机制，主
动邀请来北仑务工的维吾尔族群众
输出地政法、司法、统战及所涉及
乡镇有关部门，前来共同商讨服务
与 管 理 工 作 ， 有 效 变 “ 堵 ” 为

“疏”。按照“同城待遇、同等要
求”目标，将维吾尔族务工人员无
证设摊纳入有序管理，定时定点开
辟 30 多个流动摊贩疏导点；邀请
当地政府人员前来进行入户宣讲，
并同回族摊贩签订合法经营、文明
经商承诺书；通过广泛开展“少数
民族文明诚信商户”评选等系列活
动，出台“文明诚信商户”评选标
准，有效破解了少数民族流动群众
设摊等一系列服务管理难题。

聚焦流动少数民族二代健康成
长，创建“五位一体”协同机制。
该区坚持以破解流动少数民族未成

年人无人管、融入难、成长烦恼多
等难题为重点，率先构建以“家庭
成长、学校提质、企业体验、农村
实践、社区服务”为核心的“五位
一体”协同机制，积极探索创新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培育路径，
着力营造各民族未成年人共居、共
融、共学、共乐的“精神家园”。近两
年来，该区累计开展好书分享会、亲
子活动、果蔬采摘、企业体验等学习
交流和联谊活动共 60 余次，参与近
3000 人次；每年挑选 30 名少数民族
孩子和 30 名本地村民孩子深入对
方家庭，共同生活半个月，体验各民
族不同生活习惯，增进情感认同。国
家民委互观互检团认为，“小手牵大
手”的民族团结理念独树一帜，具有
很强的代表性，值得学习参考。

聚焦新疆籍学生“浸润式”成
长成才，探索“校地共建”协同机
制。自辖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首招
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启支援
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协作计划以
来，该区通过联合成立领导小组，
探索建立市-区 （宁职院） -“米
娜工作室”（街道-社区） 纵向四
级联动及校地共建协同机制，积极
为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创设宽松良

好学习生活环境。该区精心指导建
立以专职辅导员维吾尔族老师米娜
瓦尔·艾力名字命名的“米娜工作
室”，并创新构建起“立体协同引
领、精准帮扶跟进、社会实践锤
炼”的“浸润式”思政工作模式。
截 至 今 年 6 月 ， 累 计 培 养 出 6 批
157 名政治立场坚定、综合素质过

硬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充实到新
疆的各条战线，还有 7 名留在宁波
本地，成为推动两地经济社会发展
和维护民族团结的“生力军”。米
娜个人也被省民宗委表彰为首批来
浙少数民族“和谐融入之星”，并
荣获教育部“第十一届高校辅导员
年度人物”入围奖。

强化问题导向，创新协同化治理机制——

推动城市民族工作由政府负责向共治共享转变

创新“四微”工作模式。自
2014 年开始，该区在全省率先开
展以“微组织、微窗口、微热线、
微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民族工
作“四微”建设试点，用以指导基
层开展城市民族工作。如今，已累
计培育出 80 多个示范典型，建立
各类特色社会服务品牌 120 余个。
从去年起，该区又坚持从小处着
眼、从实处着手，进一步推进城市
民族工作“四微”建设省级标准化
试点工作，并在社会保险、就业培
训、劳资服务、义务教育等 10 余
个方面形成规范性指南。同时，该
区牵头制定全国首个城市民族工作
省级地方标准 《城市民族工作服务
指南》，深入推动城市民族工作向
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的标准化、制
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融入“三交”常态主题。该区
以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建共享
为目标，围绕促进深化各民族“交
流交往交融”常态化主题，充分发
挥少数民族社团组织自治功能，积

极引导少数民族主动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推进少数民族群众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如今，已
涌现出社区、企业、学校各类民族社
团组织 100 多个、少数民族联系点
13 个，开辟和延伸各类服务窗口 50
余个，在 17 个集中居住社区（村）设
立少数民族事务热线和少数民族服
务中心等特色窗口，提供就业咨询、
子女教育、计划生育、居家养老、慰
问帮扶等 30 多项“一站式”服务项
目，让少数民族流动群众进得来、留
得住、融得进、有发展。

共筑“三和”温馨家园。该区
通过设立“民族小花”、台商爱心
基金等，累计筹款 120 多万元，帮扶
少数民族困难家庭 300 余户；开辟
网上就业超市，帮助少数民族群众
再就业 400 多人次；投入 100 余万
元，扶持少数民族同胞成功创业 20
多人；组建“民族之花”文艺轻骑队
等业余文艺团队 20 余支，利用传统
节日、大型活动等开展“文化走亲”
等活动 230 余场次；建立少数民族

宣传阵地 100 余个，其中芝兰社区
民族知识馆累计接待全国各地参观
者 250 多批次⋯⋯通过打造“中华
民族一家亲”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平

台，积极营造共居、共学、共事、
共乐的社会条件，有效开创了各民
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
发展的良好社会局面。

强化服务理念，创新社会化治理模式——

推动城市民族工作由被动参与向法治善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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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花开”为什么这样红？
——解读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共建共享共治善治的“宁波经验”

北仑区戚家山街道各族党员群众共绣党旗颂党恩

国家民委互观互检团考察学苑社区“贝大姐热线”

少数民族大学生利用周末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谢墅社区开展为新疆贫困学子捐冬衣活动

组织“民族小花”体验劳动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