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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就找网格员”已经成为西青
区中北镇辖区居民的一句流行话。自
实施网格化管理以来,网格这一名词,
走进了这里的千家万户。随着此项工
作的不断推进,中北镇网格中心结合实
际情况，建立“一中心两平台”，着力打
造区域特色“七色五星”网格化管理，将
管理与服务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小
网格被激发出大活力,为百姓织就了一
张平安幸福网。

一中心两平台 智能管理在网格

禧瑞郦城小区东南侧出现大面积漏
水问题，经专属网格员通过“津治通”APP
及时上报，网格中心迅速联动相关部门，
于当日晚将此问题解决；宜家商场外侧广
告墙，经智慧指挥平台探头巡查发现广告
牌脱落损毁问题，及时反馈至网格中心，
当日下午相关部门处置完毕；网格员小徐
与队友在一处路口发现一辆大车把路杆
撞坏，及时反馈，相关部门在微信交流群
中相互研究商议，问题得到快速处理……
这样的案(事)例在中北镇几乎每天都有发
生，而且会得到妥善处置，这主要得益于
该镇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扎实推进。近
年来，中北镇建立“一中心两平台”，通过
信息化系统，实现“采集上报、分析受理、
分流交办、问题处理、核查结案、评价反
馈”六个步骤形成一个闭环，着力构建“一
个组织体系、一套运行机制、一张统一网
格、一支综合力量”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那么，什么是“一中心两平台”，它
们在网格化管理服务中，扮演着什么样
的角色呢？
“‘一中心’就是该镇的网格中心，

像人类的大脑一样指挥着全镇的网格
管理服务工作。目前，网格中心下设4
个办公室，即网格中心办公室、督查考
评办公室、综合管理办公室、平台管理
办公室。‘两平台’分别是智慧指挥平台
与网格一体化平台，则更像是人类的眼
睛和神经，它们将发现的问题及时收集
反馈给中心大脑。”中北镇网格中心主
任郭向顺向记者解释道。

近年来，中北镇投入安装150个高
清摄像头，构建全镇精准感知、高效处
置智慧指挥平台。在发挥网格员“人力
情报”的基础上，借助视频监控、智能门
禁、人脸识别等高科技技术手段，精确
感知涉及消防、安监、环保、社会治安、
重点人群等社会治理热点、难点问题和
社会需求，加强舆情监测管控，提前预
测预警，及时有效处置。“这个‘智慧指
挥平台’就是我们的‘千里眼’，为我们
的网格化管理服务提供了技术保障。
就拿去年夏天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冰雹
灾害来说吧。当时，我们镇域内有不少
街道被淹，好多商铺的门窗以及广告牌
都被砸坏。镇政府通过智慧指挥平台，

排查到辖区内树木、灯杆、道路等有20
余处损坏，根据具体位置及时调度各职
能部门进行抢修，排除了险情，确保居
民出行安全。”郭向顺向记者补充道。
“千里眼”——智慧指挥平台具有清

晰、高效等特点，但是也只能看个镇域内的
大概，镇域内的居民群众、社会组织……才
是网格化管理服务的关键。于是，又一平
台应运而生，那就是依托“津治通”APP的
网格一体化平台。该镇网格中心将全镇
392个网格，54个网格长，350个网格员进
行细化优化管理，明确四至范围，实现对
“人、地、事、物、组织”全覆盖，并规范工作流
程，通过“津治通”APP打卡，实现对网格员
线上考核。通过成立相应微信群，实现36
个问题处置部门与各级队伍建立联系，充
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工作对接部署，打破
部门壁垒，确保力量全整合，形成网格工作
合力。

东风里3号楼周边甬路地砖破损问
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该事项作为网格
内疑难问题，由社区网格员依托“津治
通”APP平台向该镇网格中心进行上报
提交。接件后，该中心通过平台指派人
员实地查看情况，并按照归属责任单位
划分，将问题转交给受理单位，单位安排
施工人员现场施工，仅用三天就将困扰
居民的甬路坑洼问题解决了。发现问
题，随手一拍，即刻上传，联系部门，及时
解决……，这是“津治通”APP工作内容
的重要部分。据了解，该APP共分为通
用类、社会治理类、典型应用类3大类，
每一类中又分若干个小的工作模块。其
中的问题上报、自行处置H5、考勤打卡
等模块是网格员经常用到的。

自该镇网格中心自成立以来，他们
细化网格管理模式，依托信息化平台和
大数据支撑，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分

析技术，打通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全镇实
现了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行业的
有效管理和服务，做到网格内民声及时
听取、民需动态梳理、民忧高效解决，切
实提升了居民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截至目前，通过“津治通”APP共计解决
了1955起事件，其中公共设施类、市容
环境类、城市管理类等相对处置较多。

“七色五星”动态化管理在机制

目前，中北镇共有居民22.5万人，其
中外来人口15万人，常住人口7.5万人。
人口密集，产生的问题就多，该镇网格中
心相应要解决难题就多。大到各种安全
隐患，小到墙皮脱落，但这些问题无论大
小都关系到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问题不
被发现，也就不能被解决，久而久之，小问
题则变成大难题。面对庞大、复杂的管理
难题，中北镇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近日，澜湾半岛花园居民刘大爷向
网格员求助，老伴张大娘突发病故，由于
刘大爷没有子女，社区网格长和网格员轮
流照顾老人起居。出于刘大爷年龄、户籍
以及家庭情况等因素，中北镇相关领导牵
头，由社区居委会及时联动镇网格中心、
矛盾调解中心、中北派出所、中北司法所
及户籍地相关部门助力援助，妥善地将老
人的事情解决到位。至此，刘大爷终于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而这，便得益于中北镇
网格中心创新的“七色五星”动态化网格
管理工作机制。

据了解，该工作机制，利用“赤、橙、
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将人口普查
期间的重点关注人群信息标注在信息管
理台账中进行分类管理。

其中，网格化“七色”管理模式主要
针对的是租房户和房主的标准划分，其
中“赤色”为本市户籍的租房户；“橙色”

为外地户籍的租房户；“黄色”为外籍的
租房户；“绿色”为本镇户籍的租房户；
“青色”为本市户籍的购房人员；“蓝色”
为外省户籍的购房人员；“紫色”为本镇
户籍的购房人员。

与此同时，该镇网格化管理服务中
心又将网格化“五星”管理模式与网格
常态化管理相结合，将重点关注人群和
特殊关注人群以“黄、紫、绿、蓝、红”五
种不同颜色的“★”号，在网格“七色”管
理工作台账中进行分类标注管理。其
中，“黄星”代表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
重点关注人群；“紫星”代表残疾人、孤
寡老人等重点关注人群；“绿星”代表低
保户、五保户等重点关注人群；“蓝星”
代表重点信访人等重点关注人群；“红
星”代表精神障碍患者、涉毒涉邪人员、
社矫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关注人
群。通过施行分类管理，制定不同措
施，保障人员底数清、台账明。
“前面案例里的刘大爷就被我们网

格员标记成了黄星，成为了我们的重点
关注对象，所以我们才能及时发现并帮
刘大爷解决了他的难题。有了基础数据
信息做支撑，‘七色’可以做到活挪活用，
根据实际调查情况变换名称，变换每种
色彩代表的人群，实现中心一调整，村居
全联动，真正让棋盘‘动’起来，让网‘活’
起来。”郭向顺说。

全区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以来，中
北镇以锦曦花苑社区、云锦世家社区、
中北斜村、王庄村为试点，在夯实“七色
五星”网格化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探索社会治理服务套餐，形成网格化闭
环式管理。下一步，该镇将试点村居的
经验做法完善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
作动态机制。
记者 蔡莹莹 通讯员 姜 哲 李淑起

为百姓织就平安幸福网
——西青区中北镇网格化管理工作纪实

图为中北镇智慧指挥平台展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激励全区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续推进西青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西青区委宣
传部、区委网信办、区档案馆、区融媒体中心、区文旅局共同举办“回首望百
年 点赞新时代”2021年庆祝建党100周年照片征集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内容
1.征稿主题。活动主题围绕“回首望百年 点赞新时代”主题，投稿内

容包括：
（1）反映1921—2021年，西青区发展过程中的经典瞬间，能够彰显西

青区发展进步，展示人民群众具有幸福感或时代进步的摄影作品；
（2）反映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在西青地区重大活动、重要事件的

摄影作品；
（3）党员在抢险救灾、抗击疫情等重大活动、重要事件中的摄影作品；
（4）党内重要历史人物、知名人士在西青地区活动的摄影作品；
（5）其他与建党百年相关，具有历史价值和典型意义的摄影作品。
2.内容要求。主题鲜明，内容健康，积极向上，有较强的感染力。参赛作

品黑白、彩色不限，单幅、组照不限。所有照片均可后期修图。参赛稿件一律
要求为电子文件，JPG格式不小于2MB或文件尺寸长边不小于2000像素。

3.投稿时间。投稿时间从3月22日至5月21日。投稿结束后，区委宣
传部会同区委网信办、区档案馆、区融媒体中心、区文旅局组织相关专家对
参赛作品进行评测，选拔出优秀作品，具体获奖情况会在6月份对获奖者
进行反馈。

4.投稿方式。投递作品至指定邮箱，并添加作者姓名，联系方式，并对
作品的内容、拍摄地点、拍摄时间等进行介绍说明。邮箱投稿文件发送至：
xqxcb123@163.com，注明“建党百年照片征集投稿”。

二、奖项设置
一等奖2名，颁发一等奖纸质获奖证书及纪念品。
二等奖4名，颁发二等奖纸质获奖证书及纪念品。
三等奖10名，颁发三等奖纸质获奖证书及纪念品。
获奖作品还将通过《天津日报·聚焦西青》、“云上西青”APP、网信西青

等平台公开展示。部分优秀作品还将参加西青区档案馆举办的庆祝建党
100周年展览。

三、相关要求
版权要求。参赛作品必须是作者本人独立完成的原创作品。作者必

须保证作品没有侵犯第三者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及其他合法
权益，作品涉及违法责任由作者自负。主办方有权使用投稿进行相关的公
开发表、展览展示、结集出版等非盈利宣传之用。

西青区委宣传部
西青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

西青区档案馆
西青区融媒体中心

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3月

关于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照片征集活动的通知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激励全区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持续推进西青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西青区委宣传
部、区委网信办、区档案馆、区融媒体中心、区文旅局共同举办“建党百年
文润西青——我们的变迁”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
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内容
1.征稿主题。围绕“我们的变迁”这一主题，突出展现1921—2021年，

我党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砥砺前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围绕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新时代的伟大实
践，以西青区的蓬勃发展为事例，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弘扬时代精神。

2.内容要求。主题鲜明，立意新颖，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内容健康，积
极向上，有较强的感染力和教育性。体裁不限，字数不超过3000字。投稿
文件为word 形式，文件名称中标明“作者姓名+文章标题”；首页第一行要
标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邮箱。

3.投稿时间。投稿时间从3月22日至5月21日。投稿结束后，区委宣
传部会同区委网信办、区档案馆、区融媒体中心、区文旅局组织相关专家对
参赛作品进行评测，选拔出优秀作品，具体获奖情况会在6月份对获奖者进
行反馈。

4.投稿方式。投递作品至指定邮箱，并添加作者姓名，联系方式，邮箱
投稿文件发送至：xqxcb123@163.com，并注明“西青区庆祝建党100周年
征文大赛投稿”。

二、奖项设置
一等奖2名，颁发一等奖纸质获奖证书及纪念品。
二等奖4名，颁发二等奖纸质获奖证书及纪念品。
三等奖10名，颁发三等奖纸质获奖证书及纪念品。
获奖作品还将通过《天津日报·聚焦西青》、“云上西青”APP、网信西青

等平台公开展示，主办单位还将选取优秀作品集结成册。
三、相关要求
版权要求。参赛作品必须是作者本人独立完成的原创作品，且未在任何报

刊、书籍、网站、微博、微信等载体上发表。作者必须保证作品没有侵犯第三者的
著作权、隐私权及其他合法权益，作品涉及违法责任由作者自负。主办方有权使
用投稿进行相关的公开发表、展览展示、结集出版等非盈利宣传之用。

西青区委宣传部
西青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

西青区档案馆
西青区融媒体中心
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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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日前，区委党校教研室组织
“学党史”专题教育宣讲课题集体备
课。大家通过填写备课说课情况评
价表，以及现场课程点评,力求有效
促进教师自我成长，使全体教师能
从整体上驾驭“党史”教育课题点评
标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坚持严肃严谨治学，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真正达到“传、
帮、带”的作用。

（通讯员 白莹莹）

■日前，西青区司法局辛口司
法所与辛口市场监督管理所、辛口
镇经济办、辛口镇食安办、新惠园社
区工作站共赴物美广场，开展“消费
者权益日”联合普法宣传活动。工
作人员走进物美超市，为商家和顾
客发放包括《法治宣传手册（消费者
权益保护篇）》在内的普法宣传资
料，并进行简短的讲解。

（通讯员 张 扬）

■日前，西青区司法局杨柳青
司法所组织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部署会暨跟着电影学党史、跟着红
歌学党史、跟着漫绘学党史，三个
“跟着”党史学习。在开展的第一个
跟着电影学党史，司法所全体工作
人员观看了红色电影《地雷战》。通
过观影以缅怀先辈，铭记革命先烈
的光荣事迹和不怕牺牲、保家卫国
的英勇精神。

（通讯员 武文超）

■日前，中北镇第二幼儿园开展
了“童心稚手，播种绿色”植树节系列
活动，旨在培养幼儿保护环境、热爱大
自然的意识，养成爱护绿色环境的好
习惯。活动中，老师们通过多种形式
向幼儿介绍“植树节”的来历、了解树
的作用，激发幼儿爱护花草树木的情
感。种植区里，小朋友们挽起袖子，提
着小水桶、拿着小铲子，快乐的忙着给
小树苗培土、浇水，爱护小树苗。

（通讯员 姜 哲）

本报讯（记者 曹雪 乔瑞 赵玮
田建 通讯员 聂国雅 刘臣）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
府关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相
关要求，日前，西青区展开新冠病毒
疫苗大规模目标人群接种。

截至目前，西青区已基本完成了

对涉进口冷链物品的口岸一线海关
检验检疫人员，口岸装卸、搬运、运输
相关人员等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现已全面启动18至59岁
目标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全区各
医疗机构将统筹力量，深入到基层、
企业、高校等单位完成包括服务业、

劳动密集型行业等在内的目标人群
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任务。将于
2021年4月底，完成全区42.9万人
目标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

下一步，将继续按照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的工作部署，逐步扩大接
种范围。

西青展开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目标人群接种
从即日起至4月底完成全区42.9万人目标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

③③

②②

日前，西青法院党员志愿者来到杨
柳青第一小学，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专题讲座。讲座中，志愿者结合校园实
际，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借真实案例，
告诫同学们要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养
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他还结合学生
的心智和行为能力，详细讲解了学生应
如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防范
能力，自觉抵制不良行为，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①①

医务工作者深入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图①②）、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图③）进行现场疫苗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