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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权力”阳光下运作 河上构建“清廉村社”

智慧化平台 全方位参与 多部门联动

宁围综管半年受理万余起事件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陈国

本报讯 前天晚上9点多，宁围街道综
合信息指挥室（以下简称“宁围综管”）接
到信息，称二桥村桥园路有一起矛盾纠
纷，且有大量群众围观。根据指挥大厅指
示，第六片区网格员随即赶赴现场，并快
速疏散周围群众，避免造成交通拥堵，同
时登记身份、住所等信息，了解矛盾由来。

原来，韩姓男子此前在路边摊（李某
处）贴了张手机膜，后手机屏幕炸裂，以为
是贴膜造成的，所以前来讨说法，要求赔
偿，而李某自觉很冤，双方僵持不下。为
防止事态升级，网格员积极安抚双方情
绪，同时建议将手机带至附近手机店甄别
屏幕炸裂原因。经手机店员一番解释，韩
姓男子表示接受，在网格员进一步的调解
下，双方达成和解。

成立近半年来，宁围综管以“全科一
张网、智慧全覆盖”为抓手，高标准投入、
规范化运作，努力打造“四全、四专”综管
队员，积极探索基层治理能力体系现代化
建设，通过资源整合、制度优化、部门联
动，有效推进了辖区内经济社会事务的平
稳规范有序运行。

宁围综管整合城管中队、办事服务中
心、司法所、交管站、消安办、流口办等职
能部门集中办公。辖区内共分10个片区，
79个网格，配有智慧通手机79部，现有专
职网格员130名。

自2017年11月正式运行以来，宁围
综管先后受理13580起事件，其中一级事
件共 46起、二级事件 327 起、三级事件
3108起、四级事件10099起。各部门及片
区积极联动，坚持每周开例会，每月开会
商会，在工作中做到快速处理问题，同时，

各职能部门每周对综管队员进行业务培
训，了解职责范围，熟悉事件处置流程，努
力实现快速发现问题、有效管控事件、积
极配合处置、全程跟踪了解的规范化运作
模式，形成“小事不蔓延，大事有章程”、

“有事找综管，事事我有责”的工作机制。
网格员进行治安值守，开展消防巡查，维
护交通秩序，积极做好清理流动摊贩、出
店经营、清除马路“牛皮癣”等工作。

宁围综管还努力探索部门联动的新
方法、新路子，通过会商会、联席会、专题
会等形式，积极与公安、城管、环保、渔政
及街道职能科室开展对接，做到第一时间
发现问题，随时随地部门联动，快速有效
执法支撑；对于房租纠纷、劳资纠纷、噪音
扰民等老百姓反映比较频繁的问题，及时
到现场处理，并与各个执法部门做好前期
简单处置、后期跟踪对接。

志愿服务行动 助力山水所前建设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陈军

本报讯 “哪里能真的一碗水端平哦，
其中肯定有猫腻。”每逢村里重大事项决
议，尤其是牵涉到村民利益的事项，村民
背后对村务的猜疑，常常令众联村村主任
马永江倍感无奈。

村干部的权力有多大？村级组织及
村干部依法依规享有的村级重大决策、重
大活动、重大项目以及资金、资产、资源管
理等村务管理服务权力被称为“小微权
力”。村民对村干部“小微权力”腐败问题
意见较大。据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在全

国查处的基层违法违纪案件中，村干部腐
败案占比七成以上，由村干部腐败引发的
群众信访和越级上访，占农村信访总量的
五成以上。

“给群众一个明白，给干部一个清
白。”以此为出发点，河上镇把构建“清廉
村社”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全力营造廉洁
的政治生态。开设廉洁党课，为村干部建
立“个人廉政档案”，对照10项重大履职清
单监督履职，实施廉政效能体检。近年
来，河上镇全面从严治党向农村基层延
伸，处理村社一级违纪党员24人，其中村
干部6人，通报问责10人，提醒谈话93人。

村级事务谁来监督？如今，村民的疑
惑有了清楚的解答。日前，河上公布了村
级“小微权力”清单，按照“去繁就简、简便
易行”的原则，梳理出包括村级重大决策、
日常管理、便民服务等三大类共14项“小
微权力”内容，基本实现现有村级主要事
务相关权力的全覆盖。

值得注意的是，清单中的农村宅基地
审批、小工程项目、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合
同管理、社务用工管理，因涉及村庄、村民
关注的切身利益，成为促进村干部严格规
范用权、维护农村集体和群众合法权益的
五项关键“小微权力”，正在河上各村重点

推进公开化管理运行，并向村民发放监督
卡加以监督。

“小微权力”如何运行？河上有了明
确的答案。河上出台了村级“小微权力”
运行流程图，以图示的方式，明确村级重
大事项“五议两公开”工作流程以及日常
管理中物资、服务采购的流程。在分工明
确的同时，将“小微权力”扎进笼子里，杜
绝因用权模棱两可、人为“暗箱操作”而产
生的“微腐败”。

从村级财务公开向重点村务公开转
变，从结果公开向过程公开转变，村干部
用权实现了全程公开化，特别是对涉及群

众利益的宅基地审批、“三改一拆”、扶贫
救助等“小微权力”的运行事项、运行过程
和实施结果等每一个环节，都充分保障群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让“小
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为确保村级“小微权力”实现清单式
运行，河上开启层层监督模式，除了村级
党组织主抓直管、镇级相关职能办线推动
切实履职、纪委全程跟踪监督，还积极开
展社会监督，通过引入第三方审计监督、
开展多方民主评议、发动村民群众监督的
方式，确保“小微权力”清单有效落实、运
行有序。

■记者 王慧青

不久前，位于戴村镇后郑自然村的郑
氏祠堂打开了封尘已久的大门，这座有
283年历史的祠堂将修旧如旧，重现古时
孝义治家之风。这事儿引起了文物保护
的专家、学者注意。区博物馆副馆长崔太
金实地走访后表示，郑氏祠堂历史悠久，
文化深厚，理应加以修缮和保护。

郑氏族人纷纷慷慨解囊

郑氏祠堂因久未修缮，看起来略显破
败。全木质结构建筑，门梁上双龙戏珠、
双凤朝阳等雕花，仿佛诉说着岁月的痕迹
和曾经的辉煌。郑氏祠堂修缮牵头人之
一的郑利勇说，文保装修队已入驻，并将
按村中老人的记忆，修旧如旧。

萧山义门郑氏祠堂的创建可追溯到
大清雍正乙卯年（公元1735年），至今已有
283年历史。那时郑家人丁兴旺，两百余
家、千余人，族人长者便提议创建郑氏祠
堂——追远堂，意为追思先灵，泽福后代。

祠堂见证着郑氏宗族的发展。解放
后，举国上下搞生产，祠堂功能渐失，后来
还做过学堂、办过工厂，开过小店。这几
年，萧山各地兴修祠堂，加之去年寻到了
郑氏家谱，修缮郑氏祠堂便被萧山义门郑
氏族人提上了议程。

闻讯今年宗祠要修缮，不仅后郑村的
族人拍手叫好，许多散落在各地的郑氏后
裔也纷纷慷慨解囊。93岁高龄的郑志金
一大早从义桥走到郑氏祠堂，捐出多年积
蓄；定居山东、今年82岁的郑星斋将写有
25000元的汇款单寄到郑氏祠堂；来自金
华浦江、曾被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的
浦江郑氏义门一行10余人，驱车80多公
里来到郑氏祠堂参观交流，并捐款5000
元，支持同根同源的萧山郑氏分支兴修祠
堂……

5月份以来，郑氏族人纷纷通过转账
或到现场的方式捐款，与此同时祠堂修缮

工作和申请文物保护工作也同步启动。

与“江南第一家”同根同源

为何位于萧山南部的这个郑氏祠堂
如此受人关注？与“江南第一家”同根同
源这层关系，为郑氏祠堂的修缮工作增添
了浓重的色彩。

据郑利勇介绍，萧山郑氏义门是金华
浦江“江南第一家”郑氏义门的分支。在
萧山郑氏祠堂大门石柱楹联上，写有“史
官不用春秋笔，天子亲书孝义门”，而在浦
江郑氏宗祠内也写有“史官不用春秋笔，
天子亲书孝义家”。“家”与“门”的勾连，便
是同根同源的最好印证。

据了解，“江南第一家”又称郑义门，
坐落于浦江县城东面12公里的郑宅镇，是
饮誉中外的华夏古代家族文化的重要遗
址，也是国家文化保护单位。居住于此的
郑氏家族，以孝义治家名冠天下。历经

宋、元、明三朝十五世同居共食达360余
年，鼎盛时3000多人同吃一“锅”饭。而且
郑义门170人为官却无一贪官，创造了
168条《郑氏家规》治理家族的神话。

“江南第一家”文史研究会会长郑秋
义在参观萧山郑氏祠堂时感慨万千：“希
望萧山郑氏祠堂修缮后能像浦江郑氏宗
祠一样，将郑氏孝义治家文化发扬光大。”
事实上，萧山郑氏祠堂也具有极高的历史
人文价值。其雕花木质建筑历史久远，郑
氏家谱彰显文化气息，还有代代相传的宗
族血亲更是宝贵的活文化。“郑氏祠堂是
我们宗族文化的外在展现，在这里先人有
安放，后人能瞻仰，孝义治家之风也能流
传。”郑氏族人某长老说。

目前，萧山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
郑氏祠堂的建成或将掀起周边郑振庭抗
日烈士墓和农民运动会旧址重修之风，为
戴村乃至萧山的历史文化注入鲜活色彩。

修旧如旧 283年的郑氏祠堂将迎“新生”
本报讯 近日，所前镇举行“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 助力山水所前建设”系列
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全镇各条战
线志愿者庄严宣誓，从一言一行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起，为山水所前建设贡献
自己的力量。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创建浙江省
级卫生镇，是所前镇今年必须打赢的两
场攻坚战。启动仪式上，所前镇主要领
导为相关志愿者队伍授旗，希望广大志
愿者用激情展现风采，用奉献担当责
任，积极做“两场攻坚战”的宣传者、参

与者、引领者，以一带十，以十带百，以
百带千，以千带万，使“打赢两场攻坚
战”成为全镇上下的普遍共识和一致行
动。要求全镇各单位高度重视志愿服
务工作，做志愿者坚强后盾。镇团委、
妇联、工会要相互协调、加强协作，建立
完善全镇志愿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志愿
服务的质量和效果，打造所前志愿服务
品牌。

仪式结束后，该镇志愿服务队伍分
为9组到全镇各个角落开展了环境卫生
整治清扫等活动。 （王慧青 李杰）

长江书画院的会
员们不管刮风下雨，三
年多来坚持每周到湘
湖写生、创作，并把部
分作品送给市民。

图为近日该院的
20多名会员在下孙文
化村创作，吸引了众多
市民、游客观赏。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黄文彪 摄

郑氏祠堂现状。 记者 唐柯 摄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缪妙

本报讯 自5月4日临浦镇召开农村辅房、一
户多宅整治推进会以来，各个村、社区集中行动，累
计拆除辅房、一户多宅已超过10000平方米。

11日一早，通二村湾里童自然村内挖机隆隆，
该村正在拆除一处170平方米的“一户多宅”建
筑。整治现场，村妇女主任石苗英将该处的户主、
面积等情况细致地记录在手中的笔记本上，并熟练
地定点定位拍照。村里的其余干部则奋战在该村
另外几处整治点上。

据了解，通二村共有住户520余户，本次整治
共涉及120余户，涉及面广、工程量大。自4日进
入集中整治阶段以来，已累计整治51处。接下去，
该村仍将对照前期排查的整治点逐一整治，并做好
垃圾清理及拆后利用等提升工作。

不仅是通二村，横一村也借势此次专项整治行
动，着手将围墙外的辅房、池塘周围5米内的小房
子、美丽乡村精品线两边的辅房、全村的彩钢棚全
部拆除。截至目前，第一批摸排出来的违章建筑已
全部书面通知到位，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整治行动，
计划于5月25日前拆除完毕。此外，临北村、临一
村等多个村、社区也在大规模开展整治行动。据统
计，自3月下旬农村辅房专项整治行动动员会召开
以来，临浦29个村、社区初次摸排发现一户多宅、
危旧房、超面积辅房、乱搭乱建彩钢棚等共计
40000余平方米。

下一阶段，临浦镇将加大工作力度，采取下发
问题清单、召开现场会、经验交流会和工作汇报会
等形式，着力解决各村、社区进度不平衡、标准不高
等问题，通过各种形式再动员、再部署，确保更高标
准、更快速度完成整治任务。

本报讯 自靖江街道环境综合整治
战役打响以来，各整治小组开启“白+
黑”“5+2”工作模式，在完成第一期集镇
区块整治工作后，马不停蹄、快马加鞭，
开展第二期整治工作。

第二期整治工作以靖江申达路以
南区块为主，四址范围是东至牛拖湾，
北至申达路，西至靖江路，南至广场路，
共249户，预计拆除面积将达1万平方

米以上。
目前，靖江集镇环境整治工作组兵

分5组，向该区域范围内的居民发放集
镇人居环境提升整改通知书。下一步，
将根据整治日程安排，倒排时间，确保
完成全部整治任务，坚决打赢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和国家卫生镇创建攻坚
战。

（洪凯 萧靖）

临浦整治农村辅房、一户多宅超1万平方米

现场创作

靖江整治提升集镇人居环境

进化拆违控违动真格
本报讯 进化镇拆违控违动真格。

仅 4月份，分四个片区共拆除19处违建
农居房，共计拆除违建面积6950平方
米。至此，今年以来，进化镇共拆除违
建面积47456平方米。

4月份，进化镇根据《违建清零集中
攻坚行动方案》和进一步规范农村村民
住宅超面积部分有偿使用的通知要求，
围绕“集中一个月时间对集镇建成区及
欢潭美丽乡村创建范围内所有的违章
建筑全面拆除，不留一处”的目标，集中

精力，增加人员，镇城管中队等职能部
门配合各村、社区强化拆除保障。同
时，加强对新建、拆建农居房的严格管
控，对多处违建进行拆除，严格按照发
现一处拆除一处原则推进。据了解，进
化镇实施对新建的农民住房进行每月
一报，镇城管中队各分队在每天巡查
时，对未批先建、超面积建房等现象坚
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拆除，
坚决杜绝新违建产生。

（田何兴 周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