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工作资料  注意保存 

 

江苏精神文明建设简报 

第 8 期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专刊 31） 

江苏省文明办                           2021 年 8 月 6 日 

 

【工作交流】 
    常熟市：引领  创造  凝聚  向心 

探寻新时代文明实践高质量发展路径 

    淮安市清江浦区：突出“5334”工作模式  构筑文明风尚高地 

 



 

 — 2 — 

 
常熟市：引领  创造  凝聚  向心 

探寻新时代文明实践高质量发展路径 
 

作为首批省级试点、第二批全国试点，常熟坚持高点站

位，把准“一个目标、四个定位、五项工作、三个到位”的

基本定位和目标任务，在聚焦重点任务、结合中心工作上下

功夫，以中心的引领力、基层的创造力、社会的凝聚力、人

民的向心力不断激发文明实践生命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跨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一是增强中心引领力，筑牢思想政治工作阵地。抓牢示

范，先行先试蹄疾步稳。试点阶段，常熟实施“试点先行、

全域推进、融合推进、高质量推进”的“四步走”战略，确

定“2 镇 2 街道、9 村 1 社区”先行试点，将试点地区形成的

成熟经验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召开 6 次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联席会议暨现场推进会，推出创新案例 86 个，评选示范

所、站、点 60 个，推动形成低成本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

建设路径。全域推进，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出台《常熟市深

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常熟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所长、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重点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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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站、点）管理办法》。实

践中心发挥总领作用，常态实行“市领导挂点联系、联席会

议、督查评估、半年述职、月度报告、工作简报”六项制度。

全市高质量建成 1 个实践中心、14 个实践所、333 个实践站、

60 个市级实践点，“文明驿站”覆盖所有被撤并镇。拓展载

体，创新理论宣讲形式。围绕中心工作，从“服务高质量发

展”微宣贯到“学悟党史践初心，建设六美新常熟”微宣贯，

从“春来茶馆直播间”到“田埂课堂”，从“元元翠翠拉家

常”到“车间党课”，不断搭建理论大众化与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连接贯通的桥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盘活存量，延伸文明实践阵地。

注重整合文化活动中心、特色书房等公共资源，积极盘活老

厂房、旧村小等闲置资源，打通现有平台，拓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新阵地。存量建筑老文化站更新为阅读新空间的“虞阅

书房”，董浜镇智林村钟家巷百姓捐赠的老宅建成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成为传播科学理论、倡树文明新风、推进自治善

治共治的好场所。首创“千村美居点对点”，将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点作为“千村美居”工程点的“标配”，实现文明

实践零距离，该项目获评 2020 年度十佳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

新事。 

二是增强基层创造力，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推广“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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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站长擂台赛”。去年下半年，以现场推进会方式推广碧溪

街道“实践站长擂台赛”，通过实践站长擂台述职、“我为

群众办实事”志愿服务项目广场路演，推动实践站长尽职担

当落实“两张清单”。今年，碧溪街道推出“2.0 版实践站长

擂台赛”，突显“创新、融合”两大特色，通过实践站结对

的方式，在整合资源的同时，推出自治新模式，筑就文明新

形象。探索文明实践“积分制”。实践中心和常熟银行合作，

333 名普惠金融服务点负责人兼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副站长，

开展乡村振兴专业志愿服务，打通志愿者积分、星级文明户

积分、常熟银行积分三个平台，把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情况

与激励相挂钩，将福利变奖励、管理变服务，增强群众自我

服务、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意识和能力，探索文明实践与

乡村治理积分管理融合新路径。激扬文明实践“红色旋律”。

注重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整

体改陈布展，提档升级沙家浜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挖掘镇

域范围内的革命遗址，串联起“江抗东路司令部筹备会议旧

址”“阿庆茶馆”等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定制“薪火”“芳

华”等多条红色文明实践线路。“芦荡薪火”爱国主义教育

“133”志愿服务、“飞燕有约”红色场馆志愿讲解、“银发

先锋”红色宣讲团等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应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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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增强社会凝聚力，拓展志愿服务广阔舞台。着眼建

强激励机制，培育志愿文化。市镇两级实施“伙伴计划”，

激励国企民企承担社会责任，为志愿服务事业提供资金、物

资和服务保障。村级推行“德善基金”，发挥新乡贤的号召

力和影响力，吸引本土爱心企业加入其中汇聚爱心合力。出

台《常熟市志愿者嘉许激励办法（试行）》，明确了 13 条嘉

许激励政策，两年来，771 位志愿者根据服务时长享受了相应

的嘉许待遇。着眼民生实事，激发志愿热情。全国文明单位

市税务局牵头组建文明单位志愿服务支队，打造“文明单位

志愿服务直通车”品牌，将城市的志愿力量下沉到基层。省

级文明单位常熟供电公司组建“快来电”服务联盟，为居民

户内电气电路故障提供现场诊断和维修服务，并对服务质量

进行监督回访，化解居民用户“维修难、维修贵”问题。着

眼根本利益，增强志愿黏性。市实践办、海虞镇推出“生态

铁黄沙、志愿一小时”志愿服务项目，发动全市党员干部、

环保志愿者利用节假日打卡长江生态绿岛铁黄沙，开展生态

环保志愿服务，共同参与长江生态保护。“常安常熟”社区

应急志愿服务及青少年应急赋能行动、“父母琴川”心理健

康沙龙等志愿服务项目，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群众利益放

在第一位。 

四是增强群众向心力，用心用情提升社会温度。聚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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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实事，吹响志愿“集结号”。近年来，市四套班子领导带

领全市机关干部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的身份在“五一”

期间开展“五一面对面”文明实践活动，与村民一起清理宅

前屋后，走访收集民情民意。通过收集“微心愿”“微民意”，

建立起“民情‘微’台账”，以办结销号的模式，为老百姓

做好小事、办实实事，真正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管起

来、解决掉、反馈好。聚焦弱势群体，拓展帮扶“好伙伴”。

“知行家”残疾人服务社挂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点，免

费为残障学生提供适切的技能培训，并孵化出就业、创业机

会，为特殊学生、残疾人搭建与社会融合的实践平台，在认

同、参与、关爱中形成全民志愿的良好氛围。聚焦现实需求，

为民送上“及时雨”。为减轻疫情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莫

城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项目“直播商学院”探索“志

愿助农线上直播”销售新方式，以“政府牵头、农民参与、

市场化运作”的模式，网红主播化身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为农产品进行“主播下地”“直播试吃”等公益性直播，以

“互联网+农业”跨界融合绘就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现代产业

发展的新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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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清江浦区：突出“5334”工作模式 
构筑文明风尚高地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部署要

求，推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入脑入心，清江浦区积极探

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思路，在惠民利民育民中树形象、

增内涵、创特色，开启有主城区特色的文明实践模式，构筑

文明风尚新高地。 

一是突出“五个引领”，精心谋划强统筹。立足主城区，

发挥区委主导、高位推动作用，坚持高起点、高水平统筹谋

划。突出目标引领，围绕建设高品质文明实践阵地目标，优

化顶层设计，将文明实践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十大惠

民工程”，并融入基层治理、城市建设及党史学习教育等工

作，统筹推动场所、队伍、活动三大要素整体提升。突出创

建引领，将文明实践与创建工作互融互促，以志愿服务为载

体，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市民文明出行、

文明旅游、文明就餐等。突出示范引领，区主要领导率队深

入一线推进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加快阵地融合速度，并带头

以普通志愿者身份参加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推动一批重

大志愿活动开展，以点带面扩大示范效应。突出需求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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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将文明实践工作纳入网格事务清单，

用好用活线上线下阵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通过惠民利民

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突出创新引领，注重平台、

队伍、机制融合，广泛运用“学习强国”平台、“一起来学

吧”等阵地资源，结合“清江浦周末大舞台”、空中课堂等

载体，特色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二是落实“三个举措”，精准施策提水平。盘活全区载

体和阵地资源，统筹推进“农村+城市”“线上+线下”阵地

全覆盖，凝聚多方力量，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提升服务

水平。项目化建设阵地，以做强南部新城为契机，探索“三

中心”融合发展新路径，落实 3000 万区级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经费，将区级文明实践中心与融媒体中心、网络安全应急指

挥中心全面融合。成立区级志愿服务促进中心（五彩志愿服

务中心），植入创传中心、学习强国线下体验馆等特色模块。

打造具有主城特色的龙头宣传阵地项目——清江浦区宣传中

心，并按照“七个一”基本工作标准，有序推进全区 16 个所、

114 个站和 400 余个点挂牌运行，实现资源共享、人员共培、

合作共赢。专业化打造队伍，按照“专兼结合”的思路，组

织志愿者注册登记逾 12 万人，联合党员干部、挂钩单位、社

区居民、好人道德模范等力量，成立 10 支机关志愿服务总队、

16 支镇街志愿服务支队、N 支民间志愿服务团队，培育了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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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志愿服务组织。全面推进“三中心”宣传队伍与各社会

组织队伍深度融合，在文明实践中锤炼队伍，继续打造“好

人帮帮团”品牌、组建红色宣讲团，做大做强睦邻志愿服务

队、520 公益联盟、爱心志愿服务社等品牌团队，引领时代文

明风尚。多样化开展活动，继续深化公职人员志愿服务日成

效，区级文明实践中心每月开展一次“志愿服务大集市”活

动，镇街实践所志愿服务活动每周不少于 1 次、各站点活动

常态，让文明实践贴近群众、融入群众。联合市级部门，共

同举办“德润淮安、志愿有我”集中行动暨“志愿清江浦、

党员走在前”学雷锋志愿行启动仪式、“童心向党、筑梦未

来”清江浦区“四仪”教育示范观摩暨少年养志成长仪式等

活动，不断增强我区文明实践活动影响力。 

三是下好“三个功夫”，精益求精创特色。以全面提升

社会文明程度为引领，以打造“五彩”志愿服务品牌为抓手，

因地制宜筑精品、创特色。在惠民利民上下功夫，完善五彩

志愿服务中心三级菜单月度发布机制，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突出惠民利民育民主题，特色化开展红色理论宣讲、橙色卫

生健康、金色阳光帮扶、绿色生态环保、蓝色文化惠民利民

育民志愿服务。今年以来，以志愿服务为引领，围绕爱心帮

扶、文化惠民、科普环保等发布一大批文明实践项目，开展

文明实践系列活动 2000 余场次，服务群众超过 30 万人次。



 

 — 10 —

在做精做优上下功夫，精心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在精益求精

中凝聚品牌特色，“志愿有邻”“五福乐”及 520 爱心联盟

等一批文明实践品牌不断深化为民办实事内涵，为占领基层

文化阵地和构建和谐文明社区提供了有力支撑；“知行空间”

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项目探索大众化、精品化的全民阅读推广

之路，该项目荣获第五届江苏省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金奖；

和平镇古庄牛村以全域旅游为经济文化纽带，联合高校，打

造乡村特色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西安路社区以 520 爱心联盟

为载体，打造了创建服务型党建基地、高校大学生课外实践

基地、社工培训基地，该社区入选 2020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在走深走实上下功夫，抓住重要

节庆、节日等时间节点，精心开展一批有影响力的文明实践

活动，以“五个 100”行动计划为抓手，全面开展好文明新风

百村（社区）行、百名干部志愿行及百场主题家长会等活动，

通过“志愿清江浦、党员走在前”“文明实践暖新春”“小

手拉大手、文明齐步走”等特色鲜明的活动，带动更多群众

走进社区、企业、农村等基层阵地，积极参与扶贫帮困、城

市管理、便民服务等公益活动，在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

和谐方面，更好发挥志愿服务作用。 

四是健全“四项机制”，精心实施促长效。建立统一指

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以制度保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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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工作调度有力、运转有序。完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建

立区领导、部门挂钩联系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形势，

分解任务，统筹联动、形成合力，通过现场调度、定期督查

倒逼责任落实。建立文明实践云平台机制，发挥网络化、大

数据、智能化优势，加强平台互联合作，利用“文明实践云

平台”发布信息、指挥调度、联动互通，实现线上“点单”

“接单”“派单”，线下反馈“评单”，线上线下同频共振。

完善考核奖惩机制，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

考核，制定《清江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考核办法》《清

江浦区帮扶和礼遇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实施办法》等制度，

结合文明城市月度考评进行考核排名，加大财政投入，积极

推进文明实践工作基金设立。完善志愿者工作机制，进一步

完善志愿者培训、星级评定、礼遇嘉许等工作制度，以打造

志愿服务品牌队伍为抓手，开展“最美志愿者”评选，让有

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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