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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魏乐钇

平安共建共治共享，不仅仅是共同富
裕的美好愿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
之路。四年前，南阳街道潮都社区是一个

“大杂烩”般的小区，近6000位居民从15
个村社搬迁而来，社区环境脏乱差，居民
关系淡漠。

如今走进社区，这里已变成温暖幸福
的“大家庭”：社区微课堂里，居民就是主
讲人，场场爆满；居民议事厅里，社区大小
事商量着办；小区居民自发建立多个社会
组织，提供丰富和走心的生活服务。

敲开心门 融合共建凝合力

潮都社区是2017年成立的新社区。这
个1.2平方千米的社区，面积虽不大，构成情
况却有些复杂，既有安置小区，又有商品住
宅小区，是一个“大杂烩”般的混合型社区。

“赤脚上岸”的农民，虽然换了社区、
住上公寓，但一度还不适应新居所。“漂亮
的楼道里，到处散堆着煤炉、煤饼。”在这
一点上，潮都社区党支部书记高海荣有更
深的体会，村民真正变市民，需要一个过
程，也需要推力。“他们住惯了以前的地
方，到这里后就有心理落差，更重要的是，
社区居民的户口、经济关系都还在原来的
村社，对新社区‘无感’，只有解决居民对
社区的信任、认同与归属感问题，才能让
潮都社区发生本质上的转变。”

为了赢得居民的信任，推进社区治理工
作，高海荣和后来陆续加入的几位社区工作
者一起，挨家挨户把社区内所有住户都走访
了一遍，认识每一户居民。高海荣发现，很
多“问题”和“矛盾”，其实都是从一件微不足
道的事，甚至是一句话开始，而充分的沟通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敲开家门的那一刻，就
是打开心门的开始。”高海荣说，吵吵嚷嚷的
社区，迈出了转变的第一步。

多元创新 服务居民零距离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蕴藏
着管理、服务、组织、联动、引导等多重角
色，看似琐碎却重要。

“13幢楼下停了电动车，又堵又不安

全。”“这里消防通道被堵了。”“这里有垃圾
堆放。”这正是每位潮都社区居民都会使用
的一个很“潮”的通道——“书记直通车”。
平时，社区居民可以将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以图片、文字、语音、视频等方式反映和上传
到社区业主微信群。社区书记将第一时间
收集信息并及时答复处理，为居民纾解日常
生活中的“微堵点”和“微痛点”。

据了解，“书记直通车”是社区“党建
引领、七式共治”社区治理新模式组成部
分。而所谓“党建引领、七式共治”，则是
由一个联动治理体系和一套社区治理工
作法组成，通过实施“网格化治理”、开展

“参与式治理”、促进“溯源式治理”、执行
“协商式治理”、助推“服务式治理”、强化
“数字式治理”、落实“监督式治理”，将党
建的“精神末梢”和城市治理的“基础单
元”深度融合。

内外兼修跑出“加速度”，社区大变样
了。随着“党建引领、七式共治”的不断完
善、推进，小区单元治理的原动力被激发，

“五网共治”的特色治理、潮都居民的议事
厅“潮都荟”、特色服务“潮人公益盟”在实
践和探索……“我们还在不断创新基层社
会治理的模式和路径，提升居民的归属感、
幸福感和获得感。”高海荣说道。

在社区“共享吧”里，我们看到值班桌
上的册子登记着村民的借用记录，被借用
最多的是搬运东西的小推车，这些常被借
的物件，曾经是堵住社区楼道的“罪魁祸
首”，直到2020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居民
议事会，“共享吧”应运而生，绝大部分“要
用又不经常用”的物件，居民都可以在“共
享吧”借到，社区大物件堆放问题有了显
著改善。

正是从这次议事会开始，潮都社区逐
渐建立起了社区居民议事会“三级+”协商
议事体系，楼栋、小区、社区，三级中哪一
级有问题，就开哪一级的居民会议协商讨
论。通过一次次针对具体问题的协商式
治理，社区环境渐渐有了秩序，住户从“要
我治”转变为“我要治”。

邻里共融 擦亮幸福底色

“口袋”鼓了，更要富“脑袋”。看电影、
演节目、听讲座……潮都社区潜心“种文
化”，社区里酒局、牌局少了，文化氛围浓了。

歌颂邻里守望、家庭和谐的情谊，推
动邻里和谐、家庭幸福，是潮都社区首届
睦邻文化节的重点。亲子游园、棋艺比
赛、文艺晚会、露天电影等居民喜闻乐见、
内容丰富的娱乐活动，拉近了邻里距离，
浓厚了社区的“人情味”，真正让‘陌邻’变
成了‘睦邻’。“过去一到暑假，家里孩子不
是去河边玩水，就是玩电子产品。现在，
社区里有各类活动，暑期生活精彩多了。”
居民蒋斐霞表示。

对于现在的潮都居民来说，更期待的
是有滋味的未来生活。晚饭后，社区的长

廊、公园成了居民们闲话家常与散步休闲
的好地方。有的妇女齐齐在空地上翩然
起舞，伴随着律动的舞步，欢声笑语不绝
于耳。“社区的睦邻建设，让我们从陌生人
变成了好姐妹。”喜爱跳舞的村民张大妈
笑着说，“在我看来，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的
富足，更是精神文化的富有，生活在这里，
我觉得很充实很满足，现在我们农村社区
可一点不比城市社区差！”

更让她觉得有爱的是，这里的居民热
心公益，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像在疫情
期间，不少居民自发去当志愿者，垃圾分
类、五水共治、卫生巡查，更是少不了社区
志愿者的身影。

目前，潮都社区的社会组织体系已经相
对成熟。以潮人公益盟为核心，依托志愿者
队伍，开展潮人“益”家、潮人学堂、潮人文艺
社、潮人工作室四大板块服务。其中潮人

“益”家又包括了绿荫盟小天使、红玫瑰巾帼
服务队、便民服务等9支志愿者队伍。

服务社区，就是服务自己。这种认同
感和归属感像一颗石子在水面上击起的圈
圈涟漪，从首批志愿者开始一层层扩散，现
在潮人公益盟已经有了由社区居民组成的
70多位固定志愿者，不固定的志愿者人数
则更多，志愿服务成了一道最美的风景。

记者手记：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
和谐之本，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

以文润富、以文促富、以文化富。共同富
裕，说到底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社区
是基层治理的第一线，社区治理不是空中造楼
阁，而是要拿出“绣花”的态度精益求精，让服务
下沉打通“最后一公
里”，在“接地气”的工
作中直面广大群众的
所思、所想、所盼，全心
全力解民忧、纾民困，
真正做到深入社区、
融入居民。

潮都社区：曾经“大杂烩”如今幸福“大家庭”

■记者周珂

本报讯 24日，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九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裘超，副主任顾大飞、董华恩、董祥富、
李国梅、魏大庆、徐建中出席会议。副区
长倪世英、方军，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
责人列席会议。

方军代表区政府作《关于我区主要骨
架道路建设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委会
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作《关于全区
主要骨架道路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

倪世英代表区政府作《关于我区招商
引资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委会财

政经济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作《关于我区招
商引资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区财政局负责人受区政府委托作《关
于2020年度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
合报告》。区司法局负责人受区政府委托
作《关于我区“八五”普法规划制定情况的
报告》。

会议听取了倪世英代表区政府所作
的《关于全区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并开展了食品安全工作专题询问。

会议认为，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基
本也是最关心的追求，食品安全是老百
姓目前尚不放心与不满意的领域，食品
安全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专题询问

工作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要解决问
题；要高标准、高要求，长效抓好食品安
全工作。

经分组审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对我区招商引资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
了满意度测评，结果为“满意”。

会议以按电子表决器的方式，通过了
《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
议草案》，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
举的工作事项，《关于设立区人大常委会
开发区工委的决定草案》，关于提请撤销
三个决定（决议）的决定草案。

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并为新
当选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九次会议

■记者王俞楠通讯员汪琦

本报讯 昨日，由全国工商联主
办的“2021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峰
会在湖南长沙召开。萧山共有9家企
业入围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入
围企业数量占杭州市的25%，居杭州
市首位。

据悉，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是在全国工商联2020年度上规模民营
企业调研的基础上产生的。今年，我区
共有59家2020年度营业收入总额超5
亿元的企业参加了调研。

百强占4席 上榜企业业绩稳健

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入围
门槛为年度营业收入总额 235.01 亿
元，较上年提高32.97亿元。尽管门槛
提升，但今年萧企的表现依旧突出。

作为连续多年位居全国民营企业
百强之列的老牌企业，荣盛控股、恒逸
集团、万向集团和传化集团分别以
3086.09 亿元、2660.76 亿元、1267.38
亿元和 1117.32 亿元跻身“千亿俱乐
部”，分别位居全国第13位、第18位、
第51位和第64位。尤其是荣盛控股，
更是跻身三千亿级企业之列，营收总额
同比增长50.07%，利润总额则是2019
年度的3.59倍。

与去年的榜单相比，在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我区入围企
业的整体营收数据，绝大多数都保持
了一定的增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我区老牌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
较强，发展步伐依旧稳健。“这两年
来，我区民营企业不断探索疫情影响
下企业的新发展，采取产品（服务）
转型、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大融资力
度，扩大产能等措施，成效显著。”区

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制造业仍是主力 创新成为共识

从行业分布来看，今年我区入围的9
家企业仍以制造业为主，主要分布在化
纤、纺织、冶炼、造纸、金属制品等传统领
域，另有建筑业1家，综合1家。

而萧山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在同天
公布的“2021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强”榜单中也得到了印证。包括荣
盛控股、恒逸集团、万向集团、东南网
架、协和集团、兴惠化纤、胜达集团在内
的12家企业入围500强。

如何让制造业焕发新活力，创新成
为了萧山老牌制造企业的共识。

近五年来，东南网架的研究开发
费用逐年增加，一直保持占销售总收
入的3%以上，企业累计获得国家授权
专利 50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70 余
项。国家重大科学装置结构建造技
术、多腔体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系统等
十大核心技术，也成为企业站稳市场
的绝对竞争力。胜达集团近年来重点
推进纸包装产业绿色发展，推进产品
轻量化、减量化、标准化以及循环使
用，同时综合运用5G、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前沿技术，深化“12810”服务型
制造模式，大幅提升生产运营效率，降
低企业综合成本，提升服务客户能
力。2020年，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占比
达4.2%，较上一年度增长22.85%，目
前拥有发明专利37项、实用新型专利
145项。

“民营经济是萧山的优势，我们
将继续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使其
在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中
发挥更大作用，让萧山民营企业掀起
新一轮创业创新高潮。”区工商联相
关负责人表示。

9家萧企入围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入围企业数量领跑杭州市

潮都社区鸟瞰。 记者 郭立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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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日，华为高管孟晚舟女士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
加拿大，于北京时间9月25日晚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孟晚舟在机场发表了简短讲话，她
说，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图为孟晚舟走
出机舱，向前来迎接的各届人士挥手致意。 新华社发

孟晚舟回家 围绕食品安全痛点难点 我区开展专题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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