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请带着老人的社保卡和身份证复印件过来。”
“水费、电费都可以缴⋯⋯”
在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的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前来咨询办事的居民
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始终面带微笑，一一作答。

近年来，爱民社区大力推进便民服务体系建
设，不断拓宽服务渠道，引进自来水缴费、老年公交
充值等便民项目，还设立了劳动保障服务平台，代
办慢性病费用报销、住院医疗保险报销等。同时，
建立导办咨询机制，随时了解群众诉求，及时解决
群众困难和问题。

爱民社区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的
服务需求，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好评。

说起变化，居民董松山深有感触。他说，对社
区服务那是相当满意。不出小区，有便民超市，办
事大厅里几乎所有事儿都能办。疫情不严重的时
候，我们还能过来打会儿乒乓球、台球，下一会儿象
棋，生活条件可真是越来越好了。

近年来，为给居民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爱
民社区积极协调，在 2017 年 7 月引进了锡林浩特地
区最大的德克隆连锁超市。从原来的个体经营户
到连锁超市，商品种类从最初的 300 种扩展到如今
的 1700 余种，米面粮油、瓜果蔬菜、锅碗瓢盆等日
常生活用品样样俱全，居民们采购十分便利。

爱民社区德克隆惠民超市员工杜丽萍笑着介
绍说：“我们超市不仅给居民提供日常的必需品，还
有很多商品都有特别优惠的爱心价，居民们购物从
来不惦记货比三家的事儿。”

不久前，锡林浩特市居民马先生来到爱民社区
办理社会保险返还业务，社区工作人员为其耐心解
答、细心引导，提供参考模板，并通过“好差评”系统
帮助其完成办理。当拿到返还补贴款后，他对社区
工作人员高效、暖心的服务非常满意，通过“好差
评”系统“竖起了大拇指”。

政务服务行不行，群众说了算。去年 7 月，锡林
浩特市各便民服务大厅统一安装了“好差评”系
统。系统安装后，有效改善了服务大厅的办事环
境，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也提升了居民的
服务体验。马先生说，社区服务越来越好了，交水
费的、养老保险、社保、充公交卡都能办，现在又有
了“好差评”这个系统，真是把我们群众的每一件小
事当成大事来办了。

对于社区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亿兴嘉
园小区的李伊秾深有感触。她曾经通过居民议事
厅向社区提出，小区需要安装路灯、引进物业企业
等诉求。令李伊秾感动的是，社区的工作力度和速
度。短短半年多时间，亿兴嘉园小区成立了业委
会，引进了物业，安装了大门和路灯，还协调公交车
公司，在小区门口设了公交站。她激动地说：“社区
的工作效率太高了，我们居民特别满意，发自内心
地感谢！”

完善的基础设施、优美的人居环境、高效优质
的便民服务，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倍感温暖幸福。
在爱民社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力为群
众排忧解难”几个大字分外醒目，这些字刻在爱民
社区的墙上，也深深融入社区工作者的每一个工作
细节里。

“习近平总书记嘱咐我们，要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这是我们社区工
作者的座右铭，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爱民社区党
委书记、主任李佳铿锵有力地说，“我们作为最基层
的群众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勤奋
工作，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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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老百姓的冷暖写在民生答卷上将老百姓的冷暖写在民生答卷上
□本报记者 赵曦

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社
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十八
大以来，内蒙古各级民政部门饱蘸“惠
民生、增福祉”的笔墨，创新服务机制、
激活组织动力、提升服务能力，推进社
区治理，特别聚焦群众关切、聚焦困难
群众，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生活
服务，交出了一份社区和谐、群众满意
的幸福答卷。

居家养老，让晚年生活更幸福

做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惠民
生办实事的重要内容。

针对养老服务家家有需求、户户
有需要、区区需覆盖的特点，内蒙古抓
实养老设施建设，通过丰富的服务供
给、政策引领、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示
范引领等多项措施，为老年人提供多
元化温馨服务，不断提升老年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安达社区老
年助餐点，一到用餐时间，扑鼻的饭菜
香味就充盈在餐厅里，用餐的老人流
露出满意的微笑。

“社区老年助餐点解决了我们的
吃饭问题，四菜一汤只需 10 块钱，不
出大门就能吃上热饭热菜，让我们感
受到了老有所养的幸福。”80 岁的老
人卢学立说。

“我们探索‘政府主导+社会运作’
‘保障基本+适度普惠’‘市场经营+公
益定位’‘集中堂食+送餐上门’等服务
模式，保证让老人吃上营养丰富又便
宜的三餐。”居委会主任许娜介绍。

鄂尔多斯集康养、生活、学习等为
一体的高质量惠民型养老服务和一刻
钟基本养老服务圈基本形成，为所有
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全托、日托、康养
结合等一站式、到户式服务。

聚焦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的养
老服务需求，内蒙古深挖拓展，创新服
务特色，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

自治区民政厅积极推动“互联网+
养老”“物业+养老”等智慧养老模式在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应用，建
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开通

“96111”为老服务热线电话，为老年
人提供助餐、助医、助洁、助浴、助行、
助急等服务，通过电话、上门、问卷等
方式对服务质量进行追踪回访。

各盟市纷纷开展党建+农牧区邻
里互助养老服务，组织志愿者和社工
开展助老志愿服务，为社区空巢老人、
失独家庭老人解决急难愁盼烦心事。

好政策助推养老产业迈向品牌
化。《呼包鄂乌“十四五”一体化发展规
划》《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 2022 年工
作要点》，有利推动促进了呼包鄂乌养

老产业的提质增效。呼和浩特市以
“宜养”城市建设为契机，已有北京积
善之家、南京中鼎、德国蕾娜范等国内
外知名养老企业落户，形成连锁品牌
效应。

截至一季度末，全区累计建成街
道养老服务中心 190 个、社区养老服
务站 586 个。

全民参与，让居民关系更和谐

看见楼道里堆满了杂物，鄂尔多
斯市康巴什区青春山街道财富文苑居
民刘子妍掏出手机，扫描了贴在墙上
的二维码，然后将现场照片上传。

她说：“我扫一下这个户外码，在
线反映一下，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社
区卫生大家监督，共享治理成果。”

去年 11 月，康巴什区以创建国家
首批智能社会治理特色实验基地为契
机，创建“多多评·码上生活”社区智能
综合服务平台。

平台积极打造“互联网+便民服
务”，目前可办理新生儿落户、户籍迁
出与迁入、补办户口簿与身份证、死亡
注销等多项业务，做到居民业务网上
办、掌上办、码上办。

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城市精细化管
理，全体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让大
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极大
提升。截至目前，平台累计解决群众

“随手拍”反馈问题 755 条，大大提高
了基层社会治理效率。

近年来，我区各地社区聚焦群众所
需所盼，以创新思维打通服务末梢，创
新联动，共建共治共享，探索出一条理
念新、服务优、基础牢的治理新路径。

鄂尔多斯市以党建为引领，构建了
市、旗（区）、苏木乡镇（街道）、社区四级
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建立了以城乡社区
为平台、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社区志愿服务队伍
为依托、社会慈善资源为助推的“五社
联动”工作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实施“五社联动”社工服务试点工
作，促进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协作、互
动互补、相辅相成、融合发展的共建共
治共享社区治理新格局。

同时，全区城乡社区协商实践活
动蓬勃开展，让城乡居民都有发言权，
社区事务管理更明朗。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中专路街道园艺社区，通过协商
共治，解决管道漏水问题，让居民不再
闹心。包头市青山区万青路街道春光
社区通过“民选”社区自管物业模式，
破冰老旧小区物业费难收问题⋯⋯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推出了村级
事务契约化管理、通辽市开鲁县提出
村级重大事务“532”工作法、包头市青
山区建立了“群众共商共治”社区协商
民主制度、乌海市提出了“三方例会直
通车”等工作模式，真正达到了社区事
务居民议，居民诉求有回应，让社区变

得更和谐。

授人以渔，携手居民画出幸福圆

“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艺在身。
社区不仅给我们联系业务，还组织培
训，上岗后，我一天可以缝制 10 多个
棒球。”5 月 26 日，伊金霍洛旗阿勒腾
席热镇新北社区 74 岁的李秀英一边
熟练地缝制棒球，一边交流。

今年 50 岁的海霞，是该社区妇女
就业项目的联络人。4 年前，海霞还是
一名无业人员，闲来无事就打麻将消
磨时间。

2018 年，社区工作人员联系她，
让她给社区妇女对接业务。一干起
来，海霞就放不下了，不仅给社区居民
联系业务，还给社区的“4050”人员找
工作。她成了社区的“红人”。

如今，海霞月收入 3000 多元，还
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身边好人”
等荣誉。

“有了稳定收入，生活越来越踏
实，日子就不难了。不仅要让自己生
活 好 起 来 ，还 要 继 续 帮 扶 更 多 人 就
业。”对于未来，海霞充满信心。

“只有学习技能，找到工作，日子
才能有奔头。”残疾人崔鹏说，“现在我
在社区做手工艺虽然挣得不多，但是
我 可 以 自 食 其 力 ，我 对 未 来 有 了 希
望。”

在帮扶困难群体实现就业上，全
区各地社区积极作为，扶志又扶智，帮
助社区居民就业创业，激发社区治理
活力。

内蒙古不少街道社区还通过联系
企业，定期召开招聘会，将岗位送到家
门口；推出线上平台，为街道内所有失
业、预备创业群众提供就业咨询服务；
社区还建立居民就业咨询群，及时公
布企业招聘岗位的信息。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
镇巴彦德力格尔嘎查以“党员中心户+
协会”模式为抓手，组建互助资金合作
社和良种繁育专业合作社，解决了钱
和技术的问题，帮助嘎查村民致富，不
仅激发了集体经济的活力，还创新了
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社区工作事无巨细、千头万绪，但
是最终的使命是要提升居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贡献一
份力量，让我们生活的社区，成为温暖
的家园、美好的家园。”康巴什社工人
员说。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老百姓关
心什么、期盼什么，社区工作就抓住什
么、推进什么。在社区治理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上，一幅“和谐有序、绿色文
明、创新包容、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家
园”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赵曦
巴依斯古楞 摄）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新北社区
内，李秀英阿姨参加海霞工作室开展的“妇
女再就业棒球缝制培训”。

爱民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李佳向记者
展示社区所有居民的健康档案。

爱民社区居民不出小区即可缴纳各种费用。

爱民社区爱心超市里货物琳琅满目爱民社区爱心超市里货物琳琅满目。。

爱民社区居民在社区活动室里进行体育运动爱民社区居民在社区活动室里进行体育运动。。

在康巴什区哈巴格希街道达尔罕社区内在康巴什区哈巴格希街道达尔罕社区内，，
辖区老年人贾志荣辖区老年人贾志荣、、张玉树在社区为老服务中张玉树在社区为老服务中
心享受热疗服务心享受热疗服务。。

康巴什区康巴什区
达尔罕社区残达尔罕社区残
疾人活动中心疾人活动中心
保健按摩老师保健按摩老师
梁爱琴向记者梁爱琴向记者
展示布艺画作展示布艺画作
品品。。

2014年1月27日一大早，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
区，察看社区卫生服务站、超市、便民服
务大厅，同居民们亲切交谈，了解社区党
组织关心困难群众工作和节日期间市场
供应情况。总书记说，社区虽小，却连着
千家万户。社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千
方百计使群众生活更方便一些，使群众
表达诉求渠道更畅通一些，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上车前，总书记
特地叮嘱社区负责人：“要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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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胜区罕台镇田园社区，张秀莲阿姨
参加罕台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乐享田园”老
年工坊，制做手工串珠和丝绸布艺花卉作品。

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社会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社会

工作站社工李艳向服务对象冯英英工作站社工李艳向服务对象冯英英赠送赠送

﹃﹃
手工制作小组手工制作小组

﹄﹄
编制的花朵作编制的花朵作

品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