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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创新、机制保障、理念转变

余姚
“一起来”
实现
“一起管”
“一直管
一直管”
”
“社区（村）治理做实了，街道（乡镇）的治理压力
就小了；街道（乡镇）治理做强了，城市社会治理难度
也就降低了。”1 月 2 日，记者前往余姚采访基层社会
治理“一起来”模式，作为“治理做实”的典型社区之
一，兰江街道下菱社区党总支书记许利清这样说。
如何号召多元主体“一起来”，如何让“一起来”真
正变成“一起管”，如何让“一起管”形成“一直管”……
在对基层社会治理“一起来”模式的探索中，
“余姚样
本”日益丰满。

有问题就在全科网格群里反映，相关部门会第一时间“认领”，大大加快了问
题的处理速度。
记者 崔引 摄

如何号召多元主体“一起来”？
全科网格团队“拉大车”
余姚凤山街道文山路上原有
两家水果店，随着第三家水果店
的加入，
“ 相安无事”的局面被打
破：第三家水果店用扩音喇叭揽
客，给住在附近的东江社区部分
居民造成困扰。
事情的处理过程，东江社区
党总支书记鲁韵琴最有发言权：
接到居民投诉后，全科网格微信
群里的综合执法队员 10 分钟内
赶 到 现 场 进 行 劝 阻 ；第 二 天 下
午，社区出面召集环保、综合执
法、派出所、市场监管等部门，和
涉事商家一起商讨解决办法。
考虑到相邻路段也存在类似情
况，顺带把那些商家也叫过来一
起商量。
“通过这次面对面，我们才知
道，原来跨门营业归综合执法管、

广播喇叭招揽顾客归公安管、设
备噪音扰民归环保管。”有商家
说。
辨清职责后，涉事商家爽快
承诺今后将合法合规经营。
这是东江社区 2019 年 7 月
组建全科网格团队以来，处理的
诸多事件中的一起。鲁韵琴对此
感受最深的一点是：
“ 效率高，效
果好。”
“网格”这个词，对很多人来
说并不陌生，这是近几年来基层
社会治理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治理
模式。
在余姚，参与到“网格”治理
中 的 ，不 仅 有 社 区 社 工 组 成 的
“基础网格”，有社会组织、公益
组织组成的“协同力量”，还有职
能部门组建的“专业网格”。三

如何让“一起管”形成“一直管”
核心是树立“一起来”的理念
者融合，构成了独具创新的“全
科网格团队”，为前端治理赋能
增效。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专业网
格”，简单来说，就是各职能部门
将人员下沉到社区网格中，缓解
基础网格长（员）在专业知识、执
法权限等方面存在的局限，将矛
盾纠纷及时化解在一线。
在下菱社区居委会，参与到
专业网格中的力量列了满满一
面 墙 ，这 其 中 既 有“ 官 宣 ”的 市
场监管、综合执法、自然资源和
规划等 6 个部门，也有社区根据
自身需求增加的路灯、自来水等
部门。
“如果说以前社区找部门帮
忙是‘卖面孔’，现在就是‘一家人
共担一家事’。
”
许利清说。

如何让“一起来”真正变成“一起管”
全省首创部门职责分工裁决委员会
1 月 1 日，兰江街道综合信息
指挥室接到辖区网格长上传的信
息：村里一处出租房违规搭建锅
炉，存在安全隐患。
如果是以前，一般应由村里
先处理，处理不了再上报至相关
职能部门，整个过程起码要耗费
两三天。
“收到信息后，我们随即组
织安监、综合执法等部门的执法
人员，和村里一起上门做工作，
只用了半天就解决了问题。”兰
江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主任潘
捷说。
在乡镇（街道）层面，村（社
区）的全科网格团队升级为统筹
协调管理平台，并建立了“6+X”
联合执法管理模式，包括 6 个执
法派驻部门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
门。
目前，6 个执法派驻部门已
经下沉人员 483 名，解决了以往
乡镇（街道）
“看得见管不着”、部
门
“管得着看不见”
的问题。
与此同时，余姚还形成一套
完整的事件闭环管理标准处置流

程：网格长（员）发现问题后上报
村（社区）；如果村（社区）或全科
网格团队无法处理的，则上报乡
镇（街道）；乡镇（街道）如果还无
法解决，则交由市综合指挥中心
派发相关部门办结。
以兰江街道为例，该街道每
个月平均会接到村（社区）上报的
信息约 500 件，需要上报到市级
层面处理的仅 10 件左右。
“大量的矛盾纠纷被化解在
一线。”
潘捷说。
在此过程中，也会遇见一系
列单靠一个部门无法解决或是
“个个都能管、个个又都管不好”
的情况。每次都要求领导出面协
调，这显然不现实，
也不是长久之
计。余姚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一起来”过程中，对这个问题早
有“防备”，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配
套机制。
《余姚市基层社会治理城市
管理职责清单（第一批）》梳理确
定了首批城市管理部件职责清单
6 大类 105 项，事件责任清单 17
大类 149 项，明确相应的管理主

题、立结案规范。
《余姚市政务咨询投诉举报
事项办理和动态确责实施办法
（试行）》则对“事实清楚、指向明
确的”
“ 职责交叉、边界不清的”
“对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的”
等民
生诉求事项，制定了相应处理办
法。
针对职责边界不清的问题，
余姚还在全省首创部门职责分工
裁决委员会，对经协商仍无法取
得一致意见的职责分工，裁决其
职责归属。目前，该裁决委员会
已成功对“住宅小区内破墙开门
开窗”等 8 项老大难问题的职责
归属部门进行了裁决。
不仅如此，余姚相关部门还
定期对治理中出现的高频事项进
行梳理，开展模拟追责，提前研
判，
并根据案例编制《
“小难事”
模
拟问责案例》。据了解，2019 年
以来，余姚已有 1 名下沉人员因
乡镇党委建议被换岗、1 人被免
职、1 人自动辞职。
多项配套机制的保障，
让
“一
起来”
真正实现
“一起管”
。

早在 2016 年，地处余姚城区的凤山街
道就作为试点，开始试行基层社会治理“一
起来”
。
“当时我们街道拆迁地块多、商业综合
体多、交通枢纽多，民情复杂。选择在这里
试点，一旦成功，更具借鉴意义。”凤山街道
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倪金波说。
既然试点，一定会有难点。比如村（社
区）干部的接受度，要逼着他们向全能的方
向转变；比如街道职能部门的接受度，原本
他们只需要处理一些大事情，
现在只要是系
统上报的，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处
理。
“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理念，变被动应付
为主动担当，真正从思想上将群众的幸福
感、满意度、获得感放在首位。”
倪金波说。
2018 年，凤山街道又向前迈出了一大
步：
实现警网融合，
即打破信息壁垒，
实现公
安网和基层社会治理
“一张网”
的相互融合，
其中包括信息互通、数据共享、资源整合等
内容。据介绍，2019 年 3 月开始，警网融合
已经在余姚全市进行推广。
在村（社区）层面，越来越多的职能部
门、社会组织也要求加入到
“一起来”
的队伍
中。
东江社区和并非处在辖区内的余姚城
北供电局进行党建共建结对，为社区居民、
商家提供电力方面的服务。
“今年一开年，余姚市政协也将和我们
街道对接，派驻联络员到我们街道，及时了
解社情民意，
同时提供各自专业的服务。
”
倪
金波说。
凤山街道所属的宪卿第社区是一个地
处市中心的老社区，狭长弄堂多，而且许多
线路老化，
消防安全一直以来是社区的一块
“心病”
。
随着
“一起来”
理念的深入人心，
余姚宾
馆、余姚国税局等设有微型消防站的部门纷
纷和该社区结对，
组建消防应急小分队。
“如今全科网格团队的理念已深入人
心。每次有什么疑难杂症，
发到全科网格团
队的微信群里，
大家都会主动认领。
”
许利清
说。
近三年来，余姚通过基层社会治理“一
起来”体制机制改革，基层直接办结信访等
各类案件 66 余万件，信访走访每年以 40%
的比例下降，刑事案件每年以 30%比例下
降。
同时，余姚还先后 10 次获得“最具幸福
感城市”称号，2019 年更是捧得省“平安金
鼎”
大奖。
记者 石承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