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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楼区挹江门街道龙池庵小区的小广
场，一处名为“挹事亭”的小亭子近来人气兴
旺。茶余饭后，它是居民聊天的好去处。矛
盾问题一出现，它化身“议事堂”，左邻右舍齐
坐下，七嘴八舌“好商量”。

小小“挹事亭”，折射鼓楼区基层治理从
“面子”到“里子”的全方位创新。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末的社区议事园制度，到2011年的“扁
平化”模式，从2012年的《鼓楼模式》，到2015
年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再
到去年挂牌“全国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
创新，一直是鼓楼基层治理的主旋律。

作为全国“试验区”，中心城区鼓楼将拿出
一批怎样的经验样本，开创社会治理的新局面？

有一说一，协商议事“有品牌”

“我家老房子出过新，破窗户没有及时更
换，一刮风就咣咣响，怎么办？”12月8日下
午，家住热河南路11幢的吴金妹刚走进小桃
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不停诉苦。

接待她的是社区“有一说一”工作室轮值主
任王德富。他把情况一一记在本子上，表示将
向社区反映。吴金妹心里有了底，“以往每次有
事我都找社区，相信这次也一定能解决好！”

近年来，利益主体多元化正对基层治理
提出新挑战。鼓楼区推进以内容丰富化、主
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程序规范化、成果效
能化、工作经常化的“六化”协商模式，基层治
理新动能正充分释放。

小桃园社区有常住人口2578户，居民结
构呈混合型，老旧小区和高档商品房一街之
隔，随之带来多元的诉求。“居民求助无门，往
往带着五花八门的问题涌向社区，社工应接
不暇，需要搭建专门收集、整理诉求的渠道，

简单的问题现场解决，复杂的难题尽快协商
解决。”社区书记陈程说。

2016年，社区探索建立“有一说一”工作
室，在党群服务中心二楼入口处设立服务台，
从各党支部选出素质高、群众威望好的党员担
任轮值主任，周一至周五接待居民，并组建“协
商理事会”，把每月11日定为“协商日”，召集党
员代表、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驻区单位代
表等多方力量，每次围绕一件事，商讨对策。

陈程一口气拿出三大本会议记录，上面
密密麻麻地写着每次议事的过程。地面破
损、雨天积水、化粪池不通、停车泊位不够、
外车随意进出……一大批“关键小事”通过
党员轮值和协商议事得到解决，轮值主任也
扩大到28人。采访当天，姜家园48-50幢
和52-54幢之间，两名工人正在修复路坡。

“私家车把路给轧坏了，不久前居民向我反
映，今天就能修好。”王德富自豪地说。

从工人新村社区的“社区理事制”，到云
谷山庄社区的“互联网+协商”、三步两桥社
区的“协商邀约制”，如今鼓楼区基层协商治
理多点开花，“区域有特色、街街有品牌，社
社有亮点”。“一个个协商议事平台，化身社
情民意的‘收发室’、化解矛盾的‘润滑剂’、
疏解情绪的‘减压阀’，推动基层治理打开新
局面。”鼓楼区民政局副局长李文说。

关口前移，家长里短“不上庭”

12月9日下午，位于鼓楼区人民法院二
楼的辛果工作室传来欢声笑语，家住金陵村
的84岁张奶奶和儿子儿媳就买房一事达成
协议，双方各出一部分钱，买一套新的电梯房
给张奶奶住。张奶奶心满意足地撤诉，一家
人重归于好，在法院拍下一张久违的全家福。

说了两个多小时没住嘴的调解员金璞华
同样开心：“一家人不必闹上法庭，家庭关系
也能慢慢修复，皆大欢喜，这是我们的初衷。”

作为南京市最繁忙的法院之一，鼓楼区
人民法院每年要处理2万多件案子，其中相

当一部分是家事案件。“家事案件一是难判，
谁对谁错、谁多谁少厘不清，二是就算判了，
赔偿完了又如何？家庭关系已经很难回到从
前，得不偿失。”曾做过6年陪审员的金璞华
见过无数家庭对簿公堂，深有感触。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
定。“不让家事上法庭，意味着要将解决问题
的关口前移，遇到诉讼先走调解路径。”2018
年，鼓楼区人民法院与鼓楼区妇联合作共建
辛果工作室，以“最美人民调解员”黄辛果的
名字命名。工作室入口处，由“和睦”“包容”

“安康”等词汇拼成的“家”字格外醒目。
金璞华考过二级心理咨询师，有过陪审

经验，退休后的她闲不住，成为工作室的一名
调解员，光是今年，她就已经调解成功了105
件纠纷。除了自身能力强，其背后还有“1+
N”的支撑。“1”指由1名员额法官、2名法官
助理、3名人民调解员组成一支“主力军”，负
责调处家事纠纷；“N”包括社区志愿者、街道
网格员、专业律师、高校教师、心理咨询师、

“宁姐工作站”等多个“方面军”。
其中，员额法官负责对调解员进行法律

法规及办案规则的指导培训，对法律文书进
行把关，保证调解工作在法治轨道中前行。

“楼上的法院开案件讨论会，我们随时上去旁
听，学习他们的办案经验。”金璞华说。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从调解到诉讼的流程
再造，入院申诉的家事案件先转入辛果工作室，
调解不了的再转诉讼程序。”鼓楼区人民法院未
成年人及家事案件审判庭庭长杨向涛说。仅今
年，辛果工作室目前就已成功化解家事纠纷案
件365件，占全院已结家事案件数的34%。

党建引领，红色磁场“聚合力”

“背靠省级机关这棵‘大树’，我们的基层
工作真是‘好乘凉’，越是关键时刻越能吹来

‘春风’。”疫情期间，记者前往宁海路街道采访，
北京西路社区书记王广琴的一番话发自肺腑。

在上半年社区防控人手不足的紧急关

头，来自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
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等80余家共建单位的党
员们主动到社区报到，解了燃眉之急。

社区一线“吹哨”，省级机关“报到”，这
样的场景在宁海路街道屡见不鲜。紧扣“驻
区单位多，退休职工多，党员居民多”的基本
盘，街道向“优势资源”要“治理效益”，以“红
色磁场”集聚多方力量。去年，街道把“构建
城市基层党建共同体”作为年度党建项目，
由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牵头，把辖区
内的社区党建联盟、驻区单位党组织、职能
科室和居民党员、志愿者吸纳进来，建立多
个实体型在职党员志愿网格化服务组织。

目前，该共同体已包含机关、国企、民主
党派和社会团体200余家，提供五大类、十六
小类、近百种共建服务，一套“颐和旗帜”党员
志愿服务体系就有32家共建单位和1036位
党员及群众志愿者参与。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光要背靠机关
“大树”，还要激活自家院子里的“红色因
子”。三步两桥7号院是没有物业管理的敞
开式院落，居民但凡家里有自行车的几乎都
被偷过，路上垃圾遍地。

2013年，小区成立居民自管委员会，选
出7位楼栋长，其中5位是党员。没有停车
线，大家买来油漆自己画。院子一到晚上黑
灯瞎火，大家凑钱找人装上路灯。目前，从宁
海路街道各小区涌现出558名楼栋长，自愿
管起了580栋无物管小区楼栋，其中党员有
320名，占比超一半。

疫情期间，鼓楼区探索“大数据+网格
化+铁脚板”社会治理新路径，围绕“一核引
领、双链驱动、三全保障”，为夺取“双胜利”
发挥了重要作用。鼓楼区委主要负责人表
示，要总结用好防疫期间共建共治共享的经
验成果，探索基层治理更优路径，不断提升
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本报记者 董 翔
本报通讯员 袁 冶 吴茜茜

新形势新阶段下，中心城区基层治理如何历久弥新

创新赋能，锻造新时代“鼓楼之治”

仲冬时节，流水潺潺成为玄武最动听的
音符。

清早，内秦淮河北段晨练的居民三五成
群，河道波澜不兴，鱼翔浅底；晌午，唐家山沟
穿过南林大校园，一泓碧水直奔玄武湖；黄
昏，珍珠河畔华灯初上，1500多株樱花静待
来春怒放……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十三
五”期间，南京主城玄武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
聚焦水环境质量提升，全面推进水资源保护、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复，建立健全河
长制，坚定不移地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碧水
保卫战。五年来，全区黑臭水体全部归零，建成
区主要水体稳定达到地表水五类以上，河湖生机
活现、历史底蕴重现，一张水韵灵动、鸟语花香的
生态“写意图”在城市客厅徐徐铺展。

立体治水，标本兼顾“除病根”

得水而兴，是城市发展亘古不变的规
律。玄武区集紫金山和玄武湖两大主城生态
地标于一域，打赢碧水保卫战，是时代赋予的
重任，也是40多万玄武人民的殷切期待。

“以‘极端重视’的态度，‘力度空前’的作
为，让水清岸绿成为中心城区的生态本底！”玄
武区水务局主要领导介绍，五年来，玄武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水环境提升，围绕全域“稳定消
黑、基本消劣”的工作任务，坚守底线思维，及时
查漏补缺，狠抓隐患整改和长效管理，全力推进
问题动态清零、污染源头防治和生态全面恢复。

治水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内秦淮河北段，曾是六朝宫阙的护
城河，一度成为城市中心的“伤疤”：河道淤
塞、垃圾遍地、恶臭难挡。2017年，玄武区启

动该段河道整治，全面排查沿线污水出口，推
进雨污分流建设，取缔违规排污的小餐饮，定
期对河道进行水体置换，水质明显提升。在
两岸，违章建筑一律退出生态红线，沿线亲水
步道、景观小品、便民设施点缀其间，臭水沟
如今蝶变城市“水弄堂”。

水陆同治，标本兼顾，玄武区引入中医辩
证施治理念，不让一滴污水流入河道。“十三
五”期间，以控源截污为重点，玄武统筹河道
上下游、左右岸、主支流，系统谋划、科学治
理，研究制定“一河一策”，先后整治黑臭河道
24条，实施水环境整治提升河道22条，整治
排口356个、清淤22.45万立方米、生态修复
12536平方米、拆除河道违建3430平方米，
建设雨污分流片区553个、面积36.58平方公
里。通过五年的系统“治病”和科学“治根”，
玄武河湖多年的“顽瘴痼疾”被逐个治愈。

全民护水，上下协同“织密网”

10日上午，南京林业大学大一新生骆帝
瑶在上课前，专门绕道学校内的唐家山沟，用
手机记录下当天河道的情况，随即上传至微
信群：“水质水位正常。”

骆帝瑶是玄武区新近上岗的“大学生河
长”，负责唐家山沟水质的巡察反馈，并宣传
引导师生爱河护河。全长4.71公里的唐家
山沟，其中有近1/4长度在南林大，就在几年
前，它还是被住建部和生态环境部挂牌督办
的黑臭水体。经过系统整治，如今的河道水
质稳定在四类标准，两岸草木葱茏，移步换
景。岸边的河长制公示牌上，副区长、街道副
主任、社区书记、志愿者……四级河长名单写
得清清楚楚，织起密不透风的监控网络。

提升水环境，没有局外人。近年来，玄武

区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充分发挥党政主要
负责人“关键少数”作用，制定区河长会议、督
查巡查、信息通报、问题处置、监督考核等工
作制度，统筹开展水环境治理和水资源保护
工作。在原有区、街道（园区）、社区、志愿者
四级河长责任体系的基础上，聘请教师、大学
生、企业负责人、社区银发老人和个体经营者
等担任志愿者河长，就近便利参与治水管水、
爱河护河行动。在总河长的带领下，一批“民
间河长”“党员河长”“河道志愿者”“社会监督
员”应运而生，主动扛起巡河、治河、护河的政
治责任，从源头上推动“河长制”工作“有名有
实”，布下全民治水的天罗地网。

聚焦水资源保护、水安全提升，玄武区以
人民为中心，五年来共实施积淹水点改造工
程14处、改造管网3152米，完成二次供水改
造片区115个、居民住宅低压片区改造16
个，彻底解决了38262户居民用水“最后一公
里”难题。孝陵卫街道银城东苑已安全度过
三个汛期、玄武湖街道钟山山庄居民终于喝
上了直供水……临水而居的玄武人，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以文兴水，古今交融“筑新景”

得千年文脉涵养的玄武，一砖一瓦都散
发着古都韵味，一草一木都勾连着历史风云。

近年来，玄武区将水环境提升与城市更
新深度融合，更加注重将水环境治理与文化
资源挖掘相结合，与周边文化氛围相融合，用
现代治水技术，唤醒河道尘封的“历史记
忆”。通过组织专家学者全面梳理内秦淮河、
珍珠河、进香河等河道前世今生，玄武区整合
历史文化碎片，形成多样化研究成果，全面运
用于河道治理全过程。

在内秦淮河沿线，通贤桥、浮桥、京市桥、
太平桥、竺桥旁先后竖起了6块文化主题石
碑，详细记录了每座桥的前世今生，重现“杨
吴城濠”2000年绰约风姿。

在珍珠河旁的南京图书馆旧址围墙外，
古典式的浮雕结合圆格窗花和图书图案，镌
刻了南图自1907年创立以来的历史轴线，沿
线1500株樱花，更是与鸡鸣寺路、和平公园
连为一体，在初春时节成为城市“网红地标”。

在香林寺沟，玄武区启动片区环境综合
整治，拆除破落的棚户区，拓宽狭长的河道，
引入水生植物提升水质，增设游园小广场、特
色景墙、滨水步道，一个活力滨水文化长廊呼
之欲出，让“红楼遗韵”再展芳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入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
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当前，玄武区正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引领，呵护山水城林，挖潜千年文脉，积极融入
紫金山—玄武湖城市中心公园布局，全力推动
长江路文旅集聚区建设，守护主城安澜之水，
打造更多的历史之河、文化之河、休闲之河、活
力之河。 本报记者 盛文虎

本报通讯员 王桂芝

玄武区“十三五”期间水环境全面提升

淙淙涓流淙淙涓流，，协奏协奏““水美交响水美交响””

12月7日，记者来到南京
空港经济开发区“新都市”项目
之一——空港新城综合文化中
心工地现场，循着交织的机器
声，一栋整体造型如湖水般流
动的会展中心跃然眼前，和北
侧的新晋打卡点如意湖遥相呼
应。顺着空中连廊向另一头望
去，与之紧密相连的花园酒店
配套也已进入扫尾阶段，十来
位工人正忙着建喷泉、铺地砖，
现场热火朝天。

空港新城是江宁区实施
“城市南拓”战略、打造经济增
长新引擎的重要功能区，而地
处新城中心区的综合文化中
心，则是对外展示新城形象的
标志性建筑之一。该项目建筑
面积6.37万平方米，集会议、
展览及配套酒店三大业态于一
体，其中4层会展中心配有宴
会厅、大型会议用房、规划展览
馆，11层花园酒店设有257间
客房。历时三年多开发建设，
综合文化中心将于年内完工，
春节前局部试运营。

“这是空港新城未来的城
市‘新地标’，也是园区提质‘新
都市’的一张‘成绩单’。”南京
空港经济开发区“新都市”建设
成果发布会上，园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办主任刘振刚说，今年
以来，抢抓“四新”行动计划，聚
焦企业、居民实际需求，园区以

“新都市”建设为抓手，相关项
目进度喜人：全年35个“新都市”项目，计划总
投资144.195亿元，累计当年投资40亿元，截
至11月底，项目已全部开工，当年完成投资占
比94.18%；其中，卫岗拆迁、园区景观提升等
12个项目提前完成年度任务，项目完工率达
34.29%。

擦亮空港“新都市”名片，一个国际性、现代
化、智慧型、生态化的高科技产业新城形象呼之
欲出。看城市建设，新城佳苑安置房二期项目、
空港租赁住房项目等安居工程陆续投用，教育
配套空港赫贤学院如火如荼，越秀路绿轴景观、
信诚大道S002号线即将完工，陶吴工业集中区
改造升级加速推进。再看产业发展，中国邮政
速递物流南京邮件处理中心项目一期提前竣
工，并于今年“双11”前投入试生产；苏宁华东
物流中心项目二期也正紧锣密鼓，项目完工后
将成为园区标志性物流工程。

一系列“新都市”项目满血出发、全速推进
的背后，离不开园区一以贯之的金牌服务。在
组织架构上，第一时间成立“四新”工作专班，下
设“新都市”指挥小组，单个项目逐一确定责任
部门、责任人；在推进过程中，责任人每周报送

“进度表”，责任部门每月召开“调度会”，及时反
馈问题、当场解决问题。“最初的时候，一周能报
送几十条问题，涉及工程、规划、财务等多方
面。”综合文化中心项目负责人说。

在南京空港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看来，
城市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只有产业发
展与城市建设“双翼”齐飞，才能实现空港的腾
飞。锚定将空港新城建设成江宁南部城市建设
发展新样板的目标定位，园区将继续加大投资
建设力度，优化服务供给水平，赋能“来江宁织
造幸福”，争当江宁乃至南京建设“新都市”的

“强支撑”。
又一项可喜的成绩是——前不久，在江宁

区三季度“新都市”推进情况考核中，江宁开发
区（含空港经济开发区）各项指标均名列第一。

本报记者 王世停
本报通讯员 杨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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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统战智慧，做好少数民族工作，雨花台
区梅山街道与辖区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打造“红石榴家园”，找准最大公约数，画好
最大同心圆。

梅山钢铁是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三级子公司，现有在岗少数民族职工99人，
涉及回族、满族、蒙古族等13个少数民族。梅
钢公司统战部牵头组建民族工作小组，通过开
展统战人士“爱献做”、“献一计”、统战人士座谈
会、党员领导人员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等方式，
定期听取搜集意见，关注需求，在少数民族职工
间架起交流桥梁，为少数民族职工搭建起建言
献策的平台。

“红石榴家园”通过微课堂、参加主题教育
等方式加强少数民族职工间的互动交流；定期
组织开展“统战大讲堂”，形成互动交流学习氛
围。梅钢公司统战部还通过共建方式与梅山街
道统战部联合成立少数民族联谊会，开展少数
民族论坛、志愿服务、民族服饰汇演等系列活
动，构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企社关系。

李 莹

梅山创建“红石榴家园”

今年以来，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纪工
委把抓好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作为一项严
肃的政治任务，确保把巡察问题整改到位，把巡
察成果体现好、运用好、深化好。

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纪工委定期组织集中
学习，提升政治理论及业务知识。积极利用网
络、微信、“学习强国”等平台开展个人学习，切
实做到学习领悟、贯彻落实、践行见效。结合巡
察反馈意见，聚焦责任落实、干部作风等方面，
对度假区内部管理、重大项目推进、下属公司运
营等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强化精准监督。坚持
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实日常监
督，前移关口、抓早抓小。

魏丽莎

汤山以巡察整改落实责任

鼓足干劲 更上层楼
鼓楼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鼓楼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

内秦淮河北段内秦淮河北段

9日，“智慧路灯机器
人”在南京市建邺区“喵喵
街”上岗。一旦出现行人
横穿马路或闯红灯，道路
一旁的路灯立刻用信息屏
和音响发出告警。这是南
京市城管局路灯处与江苏
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开发运
营有限公司研发建设的
“智慧路灯机器人”。

本报记者 陈 俨摄

“智慧路灯机器人”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