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省/市/自

治区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北京市

（4个）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街道玉桥北里社

区居委会

筑牢副中心疫情“防护墙”，守护社区居民

生命健康

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北京怡海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怡海社区疫情防控案例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格化社区疫情防控系统

天津市

（8个）

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办事处
构建“1+1+N”防控体系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泰达街道

办事处

从容管理 精准防控 “一四四七”社区治理

模式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道办事处
新疆路社区人民战“疫”党员争先锋 志愿服

务基层筑堡垒

天津市河东区春华街春华里社区居

委会

10 人，7点位，0确诊——一级响应下，天津

春华里社区战“疫”纪事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新城社区
“三社联动”+“四联协作” 疫情防控有晴

雨，社区治理有智慧

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街东昌里社区
东昌里社区精细化管理解决老旧小区防疫工

作难题

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龙江里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

打造五感社区 捍卫五星荣耀 龙江里社区全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天津市西青区宁德社区建设促进中

心
西青区“小巷管家”介入疫情防控案例报告

“全国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优秀案例”获选名单



省/市/自

治区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内蒙古自

治区

（4个）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政局 党建引领“三网合一”联战“疫”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民政局“六五四”工作法 助力疫情防控

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街道
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包头市青山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小力量发挥大作用 疫情防控青山区楼栋志

愿者在身边

吉林省

（2个）

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人民政府 打造基层疫情防控立体工作系统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锦程

社会服务中心
小社工大情怀 筑牢社区疫情最牢防线

上海市

（8个）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
“四个到位”筑牢社区防线，群防群控共同

守护家园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委员会科技绣花针织就社区防控智理网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工

作委员会
党建引领物业治理 强化社区末梢防控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 把社区治理的老经验用在疫情防控的新战场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办事处
精准高效 刚柔相济 构筑涉外疫情防控“铜

墙铁壁”

中共浦东新区唐镇委员会 “联合村”如何管控好上万的来沪人员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政府
以“全防全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筑牢

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上海市徐家汇社区基金会 “汇”爱战“疫” 我们在一起



省/市/自

治区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江苏省

（5个）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机关行政支

部
四方合力，三化深入，筑牢基层防疫堡垒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齐民路社区“云+”防疫 凝聚新时代社会治理向心力

无锡市梁溪区北大街街道梨花社区
“全新全疫”破难题，书写红雁梨花高质量

答卷

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堰新社区
“我的小区我做主”唱响属地化疫情防控主

旋律

无锡井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同程链康——首款基于区块链的 2019-nCoV

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相同行程查询工具

浙江省

（8个）

嘉兴市嘉善县民政局
精密智控助力联防联控，精细服务筑基社区

善治

杭州市民政局
杭州市坚持“五个下功夫”打造 精密智控与

精准服务相衔接的常态化社区防控体系

浙江省衢州市民政局
衢州市运用“三通一智（治）”数字化平台 实

现社区疫情“云防控”

杭州市萧山区数据资源管理局
杭州城市大脑·萧山平台 “萧山战疫—疫情

综合管理系统”

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人民政府
织密社区“微网格” 做好服务“大文章” 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云鹭湾社区居

委会
战“疫”路上居民健康的守护者

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永西村
五大关键词：引领、有章 、互助、网格、技

防 在“疫”考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工农社区
“群”心聚力 “疫”线闪光 ——工农社区

“1+2+8”模式筑牢疫情防线

安徽省

（1个）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万年

埠街道云华社区居民委员会

构建“1+4+N”联防联控机制 筑牢社区疫情

防控红色防线



省/市/自

治区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福建省

（3个）

武夷山市民政局 “小人物”汇聚“大能量”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民政局 “三长”齐发力 社区更美丽

福建省厦门市民政局 厦门市应用大数据增效社区疫情防控经验

河南省

（5个）

中共开封市鼓楼区委政法委员会

坚持党建引领，发扬“时间银行”志愿者服

务精神，构建“三无”小区群防群治管理新

模式

郑州市二七区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委员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做好疫情大考答卷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街道 “五心一网”打赢新冠肺炎

郑州市二七区人和路街道
不忘初心，众志成城，构筑群防群治严密防

线

开封市新区城西办事处汉兴路社区明日新城换新颜 小区安全有保障

湖北省

（10 个）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共武汉市汉阳区委政法委员会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

武汉市规划编制研究和展示中心

信息化助力社区疫情防控与规划治理

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
筑牢多元主体基础 发挥协同战疫作用 深入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 争当基层社会志愿者 筑牢社区疫情防控墙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东湖路社

区
东湖宜家亲

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街道梅花苑社

区

坚定“五心”、坚守“五个一线” 戮力同心

共抗疫情



省/市/自

治区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宝安社区 同心共克战疫大考 携手保卫活力宝安

武汉市江岸区新村街道新江岸社区

居民委员会

战天斗地彰大爱 万众一心克难关 ——新江

岸社区典型案例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都市桃源社

区

从战疫中的“临时党支部”到社区治理的“邻

里党支部”

恩施州利川市都亭街道办事处乳泉

社区
乳泉社区“436”防疫工作法

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道东湖村社

区

群众自管 抢占时间 搭建居民生命安全的堡

垒

广东省

（12 个）

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
全域动员 系统战疫 深圳构建五大体系筑牢

社区小区防线

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
温暖战“疫”——做好养老机构疫情防控的

守门人

珠海市香洲区民政局 挂图作战破解开放式老旧散社区防疫难题

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工作委

员会

党建统领 精准施策 以“铁军精神”筑牢疫

情防控铜墙铁壁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
葵涌办事处发挥引领作用构筑基层抗“疫”

坚强堡垒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办事处
“三个创新”精准施策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

经济复苏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街道南村社区居

委会

“六方共治，三级联动”南村社区治理防疫

体系

中共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

区委员会
党建引领科学防疫，靠前指挥夯实防线

墨客节点（深圳）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区块链+可信疫情防控数据上报和分析系统



省/市/自

治区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东莞市横沥社区发展基金会
多元共治·政企联动——横沥社区发展基金

会助力基层社区抗疫案例

深圳市坪山区家福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党建引领+社工服务+志愿服务”城中村疫

情防控治理模式

广州市阳光天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五社同抗疫，温情满南村——“天使暖心包”

雪中送炭温情抗疫

广西省

（3个）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政府驿马街

道办事处

以党建引领依托综治中心打赢城乡社区疫情

阻击战

南宁市青秀区南湖街道金湖社区居

民委员会
严守疫情防线，切断蔓延渠道

南宁市青秀区新竹街道新竹社区党

委
凝聚联防联控合力 确保疫情防控胜利

重庆市

（2个）

重庆市高新区金凤镇人民政府
重庆高新区金凤镇“党建+防疫”构建“五色

群杨”共治格局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歇马街道办

事处
“哨兵”守楼院 织密“防护网”

四川省

（21 个)

中共成都市锦江区委员会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体系作用以

“五全五化”构筑起社区疫情防控坚强堡垒

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
发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优势 打好特大

城市中心城区疫情防控战役

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社区发展治理

委员会

成都市成华区“五色管理”集聚基层治理势

能 “四防融合”激发社区防疫动能

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委员会

科技赋能 智慧防疫 “硬核手段”助力疫情

防控

中共邛崃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

员会

疫情防控下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共同体何以

构建

中共成都市青羊区委社区发展治理

委员会

成都市青羊区“青益+”社创联盟 联动社会

力量共抗疫情



省/市/自

治区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成都大邑县委社治委
以党组织为引领的社区发展治理体系 在疫

情防控中彰显社区韧性

成都市新都区司法局
成都市新都区司法局以“异地托管”新模式

“战疫”

四川省都江堰市灌口街道办事处 基层治理效应在疫情防控中突显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社区疫情

“全民防控”

成都市温江区柳城街道办事处

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

四川光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以“云平伙”建“云社区”，多元治理助力

防疫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
东升街道“五网四图三治” 推进基层治理精

细化管理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
一干四支生多叶 社区联盟共抗疫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玉林街道办

事处

党建引领 群防群控 筑牢基层防控战疫坚固

防线

中共古蔺县大寨苗族乡委员会
动员与吸纳：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群防群控的

实现路径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
构建党建引领社会共同体 创新实践“五线工

作法”制度优势 全面提升疫情防控治理效能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丽都花园

社区

同呼吸.共命运.守土有责.全力以赴.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
党建引领 聚力赋能 打造社区疫情防控坚强

堡垒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街道东华村
创新举措，精准施策 以“四个一”工作机制

实现防控复产“两手抓、两战赢”

成都市郫都区三四八小区第三届业

主委员会
众志成城共抗疫，全民动员保平安



省/市/自

治区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自贡市沿滩区卫坪街道沿湖社区 沿湖社区“332”抗疫工作法

云南省

（2个）

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街道复兴社区 复兴社区“五心”共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危机应对中的边疆基层治理：缕析一个边境

小村的抗疫样本

甘肃省

（1个）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

学院

“疫”动的心，有我在陪——新冠疫情校社

联动的本土化实践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1个）

中共布尔津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双联户”四级联动

模式筑牢疫情防控“社区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