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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典范社区什么样文明典范社区什么样？？ 大家来对照看看大家来对照看看！！
全国文明典范社区全国文明典范社区 高峰论坛昨日启幕高峰论坛昨日启幕

甬上社区研究院揭牌甬上社区研究院揭牌 《《文明典范社区标准文明典范社区标准》》首发首发

白友涛：
文明典范社区创建也要个性化

“媒体关注社区发展，就会带动其他社会各界也来关
注社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白友涛说，中央提
出过一个社会治理框架，一共28个字：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科技支撑。

“媒体是公众参与的主要通道。”
文明典范社区是个创新的概念，也将成为文明城市建

设中的亮点和品牌。白友涛还指出，社区有很多共性，但也
有很多个性。比如，他所在的大学城社区，里面居住的都是
大学生和高校教师，有些老小区住的都是老人，有些则是拆
迁安置小区，甚至有的社区是没有居民的纯工业社区。

“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社区。”白
友涛说，甬上社区研究院针对甬上社区联盟推出的“文明
典范社区标准”，基本涵盖了宁波最好的社区，也对这些社
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戴奕：
基层治理依托智能，让居民们真正享便利

浙江省杭州市清波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戴奕是
应邀出席本次高峰论坛的嘉宾之一，2020年，清波街道两
度获评“美丽杭州”创建市级优胜街道，并创立杭州首个人
工智能社区服务智脑系统“小清”，打造“24小时AI小清智
能管家语音交互服务智脑系统”，并入选中国（杭州）城市
社区智慧治理十佳案例，印制出未来社区理念在基层落地
的一张名片。

“很荣幸被邀请参加全国文明典范社区高峰论坛，宁
波和杭州是邻居，正一同走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路
上。我对宁波这座城市很有好感，在文明城市建设、社区
基层治理方面，宁波有许多先进的理念，所以这次既是分
享经验，也是学习取经。“戴奕说。

关于文明典范社区，戴奕认为除了环境建设，基层治
理是重中之重。“我想在新时代下，文明典范社区一定离不
开数字化创新，社区工作可以依托智能，进一步向规范化、
精细化、科学化发展，让居民们在家门口真正享受到科技
带来的便利。”

何海兵：
文明典范社区既要有硬实力又要有软实力

何海兵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授，对
于宁波，他有很深的感情。“我来过宁波多次，对宁波的社
区治理了解颇深。”

何海兵对宁波积极推动社区治理进入数字化时代非
常赞赏。他认为，数字治理是未来治理的新形态。浙江全
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宁波在社区治理上积极探索“基层公
权力智管平台”“智慧城镇大脑”“智慧停车”“智慧菜场”等
全新模式，将数字技术应用到社区领域，推动基层社会治
理迈入整体智治时代。

对于文明典范社区，何海兵认为，典范的意思就是楷
模、模范、榜样，可以作为学习、仿效标准的人、事物或做
法。“作为典范社区，我认为要具备这么几个要素：一是有
先进的社区治理理念，二是有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三是
有综合的社区治理能力，四是有持续的社区治理品牌，五
是有有影响的社区治理文化。”

总之，在何海兵看来，文明典范社区既要有硬实力又
要有软实力。

正是因为对文明典范社区有着如此深的理解，因此何海
兵对甬上社区研究院有着很大的期待。“期待研究院扎根社区
这片广阔的空间，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探寻社区治理的本土
理论与实践方法，为宁波乃至全国的社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从而为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贡献。”

昨日下午1点30分，全国文明
典范社区高峰论坛拉开序幕。宁波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邓晓东致辞。他说，社区是城市治
理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宁波有
663个社区，绝大多数都是文明社
区、品质社区。随着城市化不断推
进和发展，社区文明创建重要性越
来越凸显，要求越来越严，地位越来
越重要。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大背景下，推动和研究全国文明典
范创建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同时他指出，建设文明典范社
区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谋划、全
面统筹、协同推进。要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实施党的创新理论“走心工
程”；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崇德向善、邻里和睦；要精
细化社区治理，落实垃圾分类，环境
干净整洁有序；要深入开展文明创
建活动，创建氛围浓厚，群众参与意
识强，文明素养好。

“社区文明是城市文明的基本支
撑，没有社区文明的典范，就谈不上
城市文明的典范。今天这个论坛的
举办，可谓顺势而为，恰逢其时。”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李浙闽说，在推动文明典范社区建
设方面，作为地方主流媒体，宁波日
报报业集团责无旁贷。

宁波文明城市创建起步于社
区，优势也在社区。那么，文明典范
社区的创建标准和创建路径是什
么？昨日，甬上社区研究院揭牌成
立，这个由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
报系牵头搭建的社会治理服务平
台，携手国内社会治理领域知名专
家、学者及经验丰富的社区工作者，
将从民意收集、综合研判、精准献策
等方面着手，全方位帮助社区做到
更高程度的自治，提升文明程度，让
居民享受更高品质的服务。

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
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社
会学会会长杨建华等5位专家成为甬
上社区研究院首批特聘专家。就在
这个月，5位专家联合起草了这份《文

明典范社区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昨日，这份综合了复旦大学、宁
波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专家教授的
建议和意见的《标准》正式出炉。《标
准》包含了社区环境、社区秩序、社区
阵地、居民参与和社区活动5个维度，
每一项都有很强的实操性。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社
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汤啸天用“四
两拨千斤”解读《文明典范社区标
准》带来的社会效益。他说，这个标
准既是宁波的规范，也凝聚了全国
诸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接下来，要
做标准、立标杆、出经验。这个标准
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此
标准为基点，撬动并推动宁波文明
典范城市创建。”

“居民不应该成为旁观
者，要成为参与者。”“居民在
哪里，流量在哪里，改造就在
哪里。”“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
的治理！”……论坛上，演讲嘉
宾妙语连珠，社区干部们收获
满满！

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
员、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
华用16个字来概括对宁波的
印象——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现代时尚、流光溢彩。他认为，
文明典范社区应该是一个人文
社区、善治社区、温情社区、和
谐社区。居民们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邻里相亲。如何让居
民有认同感和归属感，杨建华
提到了三个机制——强化社区
公共服务机制，强化居民诉求
回应机制。

浙江省杭州市清波街道公
共服务中心副主任戴奕用两个
短视频开启当天的分享。“它就
像一个小帮手，居民随时问它一
些事情，它都能解答。”这是清波
街道去年创立的杭州首个人工
智能社区服务智脑系统“小
清”。戴奕说，24小时“人工智
脑”实现了24小时有问必答，
上线仅两个月，咨询服务数达
到14250人，有效提升了社区
智慧管理水平。以清波街道
柳翠井巷社区为例，社区常住
居民约1560户，在“小清”的助
力下，社区仅用2天时间，健康
码 的 申 领 率 已 经 超 过 了

95%……一连串数据，让台下
很多社区书记心生羡慕。

全国道德模范、浙江省级
兴村（治社）名师、宁波市百丈
（划船）党建综合示范区联合党
委书记俞复玲成了现场的“网
红”书记，很多社区书记刚到场
就开启“取经”模式。21年前，
俞复玲成为宁波市首批社区工
作者，她认为，社区服务就是要
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才能真正
实现“共治共建共享”。提高居
民的素质，提高服务的品质，提
高生活的感质，提高文化的特
质，就是让社区治理更美好的

“门道”。
“本土化基层治理的核心

密码是党建引领。”中共上海市
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授何
海兵做了精彩分享。现场，他
提到了一个概念——社区流量
治理。“居民在哪里，流量在哪
里，改造就在哪里。我们要通
过空间改变去增进社区与居民
之间的联系，让居民从旁观者
变成参与者。”

提问环节，社区书记们更
是开启“抢麦”模式，不放过任
何一个提问环节。4个多小时
的高峰论坛，很多社区书记却
意犹未尽，直呼“没听够”。“这
场高峰论坛收获颇丰，笔记本
上密密麻麻记了很多，回去要
好好消化！”鄞州区东柳街道太
古城社区党委书记王蓓说，作
为宁波晚报社区联盟，这份“福
利”太值了。

社区文明创建地位凸显
这场论坛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甬上社区研究院成立
专家发布《文明典范社区标准》

专家主旨演讲，干货满满
社区书记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提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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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宁波高分获评全
国文明城市“六连冠”，今年宁波提

出要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迈向新征
程，典范再出发。5月27日下午，由宁波市文

明办指导，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都市报系承
办的全国文明典范社区高峰论坛盛大启幕。

国内知名社区治理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社
区工作者齐聚宁波，共话“典范”，寻找文明典范社
区创建的方法和路径。来自宁波中心城区150个
社区的“领头雁”们全场聆听，4小时的分享，大家
收获满满。

活动现场，甬上社区研究院成立，凝聚专
家智慧的《文明典范社区标准》发布，都市

报系在助力基层治理和文明典范创
建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记者 薛曹盛 陈烨 郑凯侠 陶倪 林伟 文
记者 刘波 摄

AA0404、、0505

当天13：30，会场座无虚席。前期，
宁波很多街道相关负责人“组团”来报
名。鄞州潘火街道党工委委员邬冬骥在
朋友圈看到消息，第一时间联系本报记
者，直接预订了20个名额。紧跟着，很
多街道都纷纷效仿，“组团”来取经。

现场，这些社区书记们都有备而
来。有的忙着记笔记，有的则举起手
机拍摄，生怕错过专家的精彩内容。

“专家说得太好了，我都来不及
记，你们有直播吗？可以回放吗？”当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这些学习积极分
子们都舒了一口气。谈及感受，社区
书记们都“收获满满”。

“这场论坛真的是满满的干货，为
我们在创建文明典范社区的路上，提

供了很好的方向。”海曙区白云街道安
丰社区党委书记陈赛花说，“像何海兵
教授说的楼道自治，本来是我很困惑
的地方，因为它是基层的一大痛点。
比如说有些居民会把杂物堆在楼道
里，我们社工每每进行整理，没多久又
要恢复原状。论坛上何教授点拨了一
下‘幸福楼道自治’的理念，给我们基
层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江北区洪塘街道望江社区党支部
书记吕琴则对专家分享的党建引领案
例很感兴趣。“确实要把社区党员的能
动性充分调动起来，让他们像磁铁一
样，对整个群体起到带动作用，社区的
事情让每个居民都参与进来，最后达
到‘居民自治’这个最终目标。”

4小时的分享
150名社区“领头雁”意犹未尽

全国文明典范
社区高峰论坛上，国
内社区治理领域的

“大咖”分享文明典
范社区创建。活动
当天，吸引了来自全
市中心城区的 150
名社区“领头雁”们，
4个多小时的会议，
专家们的分享干货
满满。

“领头雁”们开启“抢麦模式”

会场座无虚席，社区书记们收获满满

在论坛的互动环节，20分钟时
间，社区书记们开启了“抢麦模式”，连
抛了7个问题。连专家都忍不住点
赞：“宁波的社区书记们太好学了！”

现场分享中，杭州清波街道公共
服务中心副主任戴奕讲述了后疫情时
代“未来社区”治理的城市街区“人工
智脑”探索。该街道杭州首个人工智
能社区服务智脑系统“小清”，打造了
24小时AI小清智能管家语音交互服
务智脑系统。这让鄞州区首南街道格
兰春天社区党总支书记金鑫眼前一
亮。“‘小清’功能太强大了！最近，我
们街道推出的‘微微机器人’和‘小清’
很像，找机会我想去杭州取取经。数
字赋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
这对社区来说压力很大，感觉是一个
无底洞。有机会，我们想去杭州好好
找戴老师聊聊。”

“智能化在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
作中如何推广应用，如何吸引更多的
居民关注？”海曙区的一位社区书记
抛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中国社

会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人民政府咨
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
杨建华说，智能化应用日后会嵌入居
民生活日常，但智能化无法代替人与
人之间的互动，在社区的治理服务发
展中，不能仅仅只靠智能化、机器人，
既要借助智能化，也需要依靠人与人
情感之间的交流，让人与人变得更加
温馨。

鄞州潘火街道潘火桥社区书记陈
怡提问：“我们社区由3个小区构成，3
个小区类型不一，有拆迁安置小区，有
普通商品小区，还有较高档的小区。
我想问问，创建典范社区，如何调动小
区自身力量，进一步挖掘志愿者力
量？”“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不同
的小区，就要有不同的治理模式……”
专家娓娓道来。

文明创建是一场持久战，对宁波
的社区书记而言，文明典范社区创建
刚刚开始。而这场高峰论坛，在智慧
的碰撞中，帮他们打开了一把“钥匙”，
让他们找到社区治理的门道。

社区书记向专家提问社区书记向专家提问。。

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邓晓市文明办主任邓晓
东东（（右右））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李浙社长李浙
闽为闽为““甬上社区研究院甬上社区研究院””揭牌揭牌。。

参加高峰论坛的社区书记用手机拍专家演讲P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