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
通过初审案例名单

投票编号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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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10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街道 大石桥社区的“四个一”

002020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街道 青羊区文家街道多措并举

003000 山东爱城市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爱城市网城乡社区疫情综合防控案例

006000
中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路街

道兴康社区委员会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

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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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000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防疫、供需与稳定：湖北 A镇农村社区现场观察

009000 成都市青羊区少城街道过街楼社区 危机介入模式在抗疫工作中的应用

010000 中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星智慧平安小区疫情防控案例

011000 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 川红基参与社区疫情防控人道服务的创新路径

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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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000 宜昌市社区网格管理监管中心 “网格化+大数据”助力疫情防控

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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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000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望江路街

道办事处
社区疫情“全民防控”

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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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0
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街道梨

花街社区委员会
“六字”工作法，聚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0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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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000 忻州市融媒体服务中心 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忻州随手拍平台

023000 北京市众合社会工作事务所
社会动员聚力量 党建引领战疫情——新华街道运河商

务区疫情防控的途径探索

02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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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000
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龙泉

街道办事处合龙社区居民委员会

皇冠人、合龙人……我们都是一家人——隔离的是病毒，

隔不开的是爱

026000
北京市通州区爱帮社会工作事务

所

疫情下的社会力量——北京市通州区爱帮社会工作事务

所全力参与疫情防控



027000 长春市二道区民政局 “三长”联动 共治共享 全面提升社区疫情防控与治理能力

028000 邵武市昭阳街道登云社区 《严防严控，共抗疫情》

029000 桂林市全州县咸水镇人民政府 咸水镇“六强化、六到位”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030010 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街道办事处 激活“社区力量”，打好“人民战争”

0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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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030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办事

处

发挥“一核多元”协商治理模式作用，构筑社区疫情防

控强大合力

03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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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05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花木街

道办事处
疫情防控市民信息系统解决方案

0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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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080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办事

处

精准高效、多元协同，构筑涉外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以陆家嘴街道仁恒滨江园为例

030090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德馨居

民委员会

五色旗动态管理，三联一动全面防控——浦东新区川沙

新镇德馨居民区筑牢基层抗疫防火墙

030100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东

方城市花园居民区
疫情下大型商品房小区快递怎么管

0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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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30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莱

阳新家园居民委员会
核心引领，自治+智治，精细管理，社区战疫有“道”

03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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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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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10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城运中心 发挥智能平台作用，强化抗疫实战能力

031000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南站社区南站社区涉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优秀例

032000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锦官

新城社区
党建引领·联防联控·企事业单位参与战役墙

034000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丽都花

园社区

同呼吸.共命运.全力以赴.守土有责.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036000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长寿

苑社区
同心协力战疫情 为民护全保太平

0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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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000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 “大数据+网格化”——社区精准防疫的东升经验

0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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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010 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街道办事处 创新运用“互联网+”助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04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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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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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000 成都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党建引领战疫情 社区治理结硕果——成都市金牛区城

乡社区疫情防控优秀案例

043000 成都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金牛区社会组织四级平台齐心协力，共抗疫情

044000 成都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金牛区幸福院落：疫情防控见“微”知著，社区治理显成效

0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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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010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龙兴社区

居民委员会
“党建+”多元共治 “智慧+”人技双防

046020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工农社区 “群”心聚力，“疫”线闪光

046030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红丰社区 红丰社区 1+3+X 疫情防控工作机制

046040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新梅社区

居民委员会
疫情防控六张网 众志成城一条心

046050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五常街道

办事处

织密最强疫情防控网 开启复工复产快车道 五常街道“三保

障三机制”优化资金使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047000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泉山街道纪工

委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泉山街道纪工委“三强

化”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048000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西干沟乡羊盘

沟党支部
疫情防控联防部署

0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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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000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街道

庙岭中心社区
“一二三四五”工作法 构筑群防群治抗疫防线

052000 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时空大数据赋能疫情精准防控

0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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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000
大连市高新区龙王塘街道丰顺社

区居民委员会
龙王塘街道丰顺社区疫情防控电子出入证

056000 桂林市灵川县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 城西社区依托网格化管理优势，“严防死守”，抗击疫情。

057000 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
筑牢多元主体基础 发挥社会协同作用 深化社区治理能

力现代化抗疫防疫新成果

0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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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000 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武汉青山公安打造智慧社区科学战“疫”样板工程



060000
成都高新区美好家园社区营造促

进中心
创新“战疫”阵地建设新高地

061000
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儒林园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
同心战疫保民生 勇挑重担践初心

0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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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000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街道丽

景社区

玉泉加油，平安丽景——网格化管理驻守防疫最后一百

米

065000 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办事处 两委两站助力精准防疫

0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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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乔司街道永西村防

疫自治做法

067000 合肥市蜀山区民生社会工作服务社 “疫”不容辞 一个不漏

068000 合肥市爱邻社会工作服务社
与爱为邻，携手共筑平安方兴——方兴社区“三社联动”

介入疫情防控典型案例

069000
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龙江里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
打造五星社区 捍卫五星荣耀

072000 南平邵武市昭阳街道载云桥社区 用心防控，用爱服务——载云桥社区疫情防控之路

073000
赣州市章贡区智慧章贡建设办公

室/科睿特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贡区基于“大数据+网格化”的疫情防控模式

0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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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010
天津市北辰区瑞景街道宝翠花都

社区居委会

“社区“儿女”抓实“五常五送” 在战“疫”中铸牢共

同体意识

075020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瑞景街道

办事处
瑞景街熙景园防疫工作做法

0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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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000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

裕社区党委
海裕社区小区“党群先锋义站”

078000 中共四川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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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00 哈尔滨市平房区中共平房镇委员会 慎终如始 精准防控，战疫中的平房镇策略

0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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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东安街道聚和社区 党建引领下的小区自治

083000
中共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

布新社区委员会
“蓝马甲”举起红旗帜！



0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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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家营社区精细化模式在

疫情防控中见真章

0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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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000 遂宁市船山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遂宁市船山区市民应急支援服务案例

087000 青岛海纳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基于海纳云防疫管控平台的疫情精准防控应用案例

088000 天津市河西区梅江街道办事处 梅江街党委凝心聚力，筑牢社区防疫防火墙

089000 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 精准施策 保障助力 强化社区疫情防控的无锡实践

090000 厦门市民政局 厦门市应用大数据增效社区疫情防控经验

091000 广州海格星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斗智慧防疫定位服务系统

092000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西山陵园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西山陵园疫情防

控纪实

093000
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犀浦街道

办事处

强化党建引领·汇聚抗疫合力 坚决推动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双胜利

094000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办事处
一干四只生多叶，社区联盟共抗疫--成都市郫都区郫筒

街道疫情防控

095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龙泉街

道办事处崇德社区居民委员会
社区抗“疫”小喇叭

096010 武汉市武昌区大数据中心 武昌区“数战数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096020 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 争当基层治理志愿者 筑牢社区疫情防控墙

096030 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道柴东社区 四级联动共抗疫情

096041 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水岸国际社区“防”“保”并举 编织社区疫情防控“安全网”

096042 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水岸星城社区“四个全面”做好社区疫情防控

096043
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道油料所

社区居民委员会
精细服务、化整为零、制度保障

096051 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道凤凰城社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096052 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道新河社区 社区疫情防控四步曲

096053 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道新生里社区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同心战“疫”新生里社区在行动

096060
武汉市武昌区政府中华路街道办

事处户部巷社区

突出“四个引领”，打造“万娟团队”构建社区群防志

愿防线

096072
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戈甲营社区

居民委员会
疫情防控 暖心到家

096075 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昙华林社区 慎终如始筑牢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坚实防线

096076 武昌区粮道街小东门社区居委会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退休老党员坚守社区防疫第一线

096077
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胭脂路社区

居民委员会
疫情防控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做通做透



096078 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中医社区 医疫中医，医路中医

096081 武汉市武昌区黄鹤楼街花堤社区 组织嵌套 职能协同——花堤社区下沉干部参与机制创新

096082 武汉市武昌区黄鹤楼街彭刘杨路社区机制组网 能力担当——彭刘杨路社区疫情防控新模式

096091 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保望堤社区 以“典”带面，科学防控

096094 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起义门社区 疫情坚守在一线，真心真情保供应

096095
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武泰闸社区

（扬子江乳业食品有限公司）
抗疫服务两不误 当起抗疫后援团

096101
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街佳韵社区

居委会
当好“主攻手”，打好“防疫战”

096103
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街梅花苑社

区

坚定“五心”、坚守“五个一线”戮力同心 共抗疫情—

疫情下梅花苑社区“美梅与共”社区治理

096104 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街城南社区 党员就是旗帜，组织就是力量

096112 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街千家街社区 智慧 E家 幸福千家

096113 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街长湖社区 统筹资源联防联控

096121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长春社区 水院小区创新疫情防控管理 确保居民安全万无一失

096131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茶港社区

居委会

“党建引领 三治同行” 茶港社区银海山庄小区治理创

新项目

096132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东湖路社区 东湖宜家亲

096142
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东湖村社

区居委会
群众自管抢占时间搭建居民生命安全的堡垒

096151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中央花园社

区居民委员会
汇聚战疫宅家精神之力 众志成城抗击新冠疫情

096152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水域天际社区 水域天际小区封闭管理后的志愿服务管理

096154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华锦社区
平凡、亦不凡；无名，亦英雄-----华锦社区党建引领抗

疫故事

096155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宁松社区 创新治理凝聚党群力量 团结一心共渡疫情难关

096156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都市桃源社区 从战疫中的“临时党支部”到社区治理的“邻里党支部”

096160 武汉市武昌区石洞街白云社区 同舟共济，四策齐施，筑牢疫情防控防火墙

096170
武汉市武昌区石洞街建桥社区居

民委员会
建桥战“疫”

0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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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000 中共成都市锦江区委员会
成都市锦江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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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000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书院社区

居民委员会
坚韧内核 韧性书院



100000 潍坊市众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同舟共济渡疫情 众智社工献力量

101000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成灌东路社区鹃乡联盟，联合抗疫

103010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招宝山街

道/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

社会策划模式推动智能化抗疫发展“双战双赢”——“党

建引领+家人治家”两股力量交汇的社会基层治理格局

103020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胜利路社区防疫阻击战 我们在一线

103030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涨鑑碶

社区

运用地区发展模式，整合资源、同心战“疫”，共筑疫

情防疫线！

103040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涨鑑碶

社区

疫情下的最美异乡人 —社会策划模式在第二故乡的实

践运用

104000 包头市九原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视情而动，听令而行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决的执行

力筑起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强堡垒

105000
邵武市通泰街道办事处严羽社区

居民委员会
党建引领“网格化+智慧化”疫情防控工作法

106000 北京般若之光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智慧杆的疫情防控方案

107000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
抗疫凯歌壮 友谊战旗红

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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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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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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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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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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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00 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党建引领下社会工作介入疫情防控的探索—以广州市

黄埔社工站为例”

114000 自贡市沿滩区卫坪街道沿湖社区 沿湖社区“332”抗疫工作法

115000 武夷山市民政局 “小人物”汇聚“大能量”--福建武夷山“三化三防”

117000 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人民政府 党建引领，在疫情防控中践行初心使命

118000 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美虹社区 “两委两站”社区治理模式保障社区防疫工作开展

119000 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街道复兴社区 “五心”共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120000 天津市北辰区普东街富宜里社区社区“战疫”360° “五微不至”诚意答卷

121020 天津市和平区南营门街天新里社区 做最美的“逆行者”

123010 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办事处 一三四战“疫”工作法

123020 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办事处 铸牢初心担使命 立体防控战疫情



123030 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办事处 人民战“疫”党员争先锋 志愿服务基层筑堡垒

124010 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街澳门路社区 守牢阵地 筑牢防线

124020
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街国际公寓

第一社区
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124030
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街华荫南里

社区

充分发挥“六大员” 机制新优势 构筑华荫南里疫情防

控铜墙铁壁

124040 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街三盛里社区 三盛里社区城乡防疫优秀案例

125010 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承德道社区 勇于担当 创新方法 战胜疫情

125020 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崇仁里社区
崇仁里社区疫情防控群防群控、各方力量下沉把好社区

这道防线优秀案例

125030 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达文里社区 “四个一”工作法构筑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

125040 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开封道社区 三级议事群防控 敢打必胜赢战“疫”

125050 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树德里社区 多方联动 共同应对肺炎疫情

126010 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办事处 党建引领共建 多方参与共治

126020 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办事处 构建“1+1+N”防控体系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126030 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办事处 联动共治筑牢“抗疫”第一道防线

127010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办事处 以专业理论引领社区治理

127020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办事处 构筑 45533 防疫体系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127030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办事处 坚持党建引领，精准精细为民服务

127040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办事处 疫情防控下的红色业委会发挥积极作用

127050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办事处 防控一线筑堡垒 众志成城抗疫情

127060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办事处 党建引领六清特色工作法

127070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办事处 疫情期间小区做好封闭式管理

127080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办事处 建立“332X”社区服务体系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1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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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成都邛崃市高埂街道冉义集镇新区为例

129000
乌海市乌达区新达街道昌达佳苑

社区

昌达佳苑社区创新实施“八步”工作法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130000
乌海市乌达区新达街道爱民佳苑

社区

爱民佳苑社区创新实施“7435”工作法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131000 天津市西青区宁德社区建设促进中心西青区“小巷管家”介入疫情防控案例分析

132010 珠海市香洲区民政局 挂图作战突破老旧散社区防疫难题

132020 珠海市香洲区民政局 疫情防控下的红色“三架马车”共治

133000 沧州市运河区南湖社区 党建引领 全民参与 南湖社区奏响最美防疫乐章

134000
天津市北辰区果园新村街辰兴家

园社区居委会
情系居民抗疫情 勇担使用显风范



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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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00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新公中镇永联

村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新公中镇永联村疫情防控“十

个一”工作机制

1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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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00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社工助力抗疫行动

1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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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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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00 都江堰市人民政府银杏街道办事处 构建五级联防工作体系 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络

142000 福州市鼓楼区民政局 鼓楼社区“幸福通”

1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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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堡垒项目

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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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00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川街道办事处 新冠疫情中的“金川精神”

146000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汇丰街道办事

处银河社区居委会
银河社区坚守疫情防控筑堡垒

1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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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000 天津壹家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共同体精神培育实践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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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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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庄街道

抗疫工作经验

152010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办事处 “三个创新”精准施策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与经济复苏

152020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办事处 在疫情防控实践中锤炼提升危机管理能力

153010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那吉镇向阳社区 筑牢“钢铁铜墙”守护向阳平安

153020 呼伦贝尔市陈旗巴彦社区 “巴尔虎先锋，战‘疫’展风采”巴彦社区疫情防控案例

153030 呼伦贝尔市大杨树镇保丰满社区 抗击疫情逆行的玫瑰在行动

153050
呼伦贝尔市新左旗伊博勒社区居

民委员会
小网格，大战“疫”

153060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图里河镇图

兴社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153070
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向阳街道办

事处

红色领航 协力奋战 扎市向阳街道党工委密织疫情防控

“四张网”关严居民面前疫情防范“两道门”

154000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双柏社区 党建引领下的 324 防疫工作法



155010
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工作服务

社

“多元动员，共护笋岗”——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笋岗疫

情防控

155020
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工作服务

社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疫情下的社会工作参与社区防

控治理

155030 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工作服务社 村里响起了小喇叭——城中村疫情防控中社区倡导实践

155040
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工作服务

社

防范境外疫情输入与国际社区抗疫的社会工作实践：以

深圳南山为例

155050
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工作服务

社

社企同行，以“义”战“疫”—桃花园社区“菜篮子”

保障志愿服务行动

155060 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工作服务社 双工联动同心抗疫 共筑涉外疫情防控线

156010
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

办事处
众志成城守初心，抗击疫情担使命

156020
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街道

金都新城社区
上下一心为居民筑起“安心网”

156030
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

碧桂园社区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156040
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河西街道

金辉社区
河西街道金辉社区疫情防控先进典型事迹

156050
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河西街道

亲水人家居委会
党群携手联防控，防范疫情卫民安

157010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新华街单

洞社区
单洞社区疫情防控项目

1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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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社区疫情防控

治理模式—深圳市坪山区沙湖社区为例

159000 深圳市坪山区大同社会服务中心 坪山街道 24 小时“安心热线”心理防疫服务

160000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原筑社区

居委会
“四个一”工作法构筑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

1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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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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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00 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人民政府
以人民需求为中心 以智慧社区建设为依托 以“三长”

联动为抓手 打造基层疫情防控立体工作系统

164000 宁波市高新区梅墟街道梅福社区 筑牢疫情防控线，决胜全面小康年

165000 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 党建引领 聚力融合 上城区全力构建社区疫情防控共同体

1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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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00 中共布尔津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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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00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中心村民

委员会
三村联合巡逻队，共同抗疫

169010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武汉市青山区

新沟桥街车站社区

社区疫情防控中的冲突管理模式——以武汉市车站社区

为例

169020
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街光明社区

居委会

思想不松、策略不变、措施不减，光明社区将防疫工作

常态化

169030 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街蒋家墩社区 封控保供两手抓 疫情防控常态化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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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00 哈尔滨市香坊区建筑街道办事处
“党建引领、社会协同”——破解疫情防控下的弃管小

区治理之困

1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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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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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10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街道 “五心一网”打赢新冠肺炎

174020 郑州市二七区樱桃沟景区管委会 战“疫”防控一盘棋，“十户联防”聚合力

174030 郑州市二七区福华街街道 “党建联合体”构筑基层治理“同心圆”

17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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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50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街道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墙”

174060 郑州市二七区蜜蜂张街道 众志成城“七大员” 共联战疫“同心圆”

174070 郑州市二七区解放路街道 众志成城，科学防控

174081 郑州市二七区建中街街道 AI 人工智能外呼平台，补充抗疫战斗力

174082 郑州市二七区建中街街道 人和社区“党建+科技”实现社区疫情防控

174090 郑州市二七区一马路街道 郑州市二七区一马路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经验

174100 郑州市二七区德化街街道 疫无反顾保平安，坚守疫线勇担当

17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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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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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12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金华北社

区居委会
“小网格，大作为”筑牢社区疫情防控墙

175021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人民政府

（品湖苑）
用真情换真心 守好社区防线

175022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人民政府

（碧桂园）

八里台镇碧桂园社区坚持“严、实、亲”服务理念，筑

起社区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175030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荣水园第三

社区党支部
三社联动助力回国居民杨秀平回家



176000 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黄镇铺社区 “四线”工作法疫情防控典型案例

177000 深圳市龙华区民政局 龙华区发挥社工专业优势，把社工服务融入战“疫”全链条

178000 铜陵市铜官区幸福社区 “党建引领 多元助力”铸造幸福抗疫模式

1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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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
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
“线上在城长”陪伴疫情中困境儿童家庭

181000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岷阳社区

居民委员会
微能岷阳·战“疫”同行

182000 南平市浦城县民政局 “三长”齐发力 社区更美丽

184000 嘉兴市嘉善县民政局 嘉善县社会组织全力出击织密疫情防控网

1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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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00 成都天府新区星火社会服务中心
联防联控构筑堡垒，同心同力守护家园 ——长顺社区

“三联三防三导”疫情防控案例

188000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街道新

华社区居民委员会
疫战中的探索，逆行中的坚守

189000 滨州市滨城区民政局 四社联动 多措并举筑牢社区疫情防控底线

190000 武汉市美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疫情期间特殊长者社区支持网络建设

191000
邵武市水北街道办事处桥头社区

居民委员会
桥头社区“管放服”工作法硬核“战疫”

192000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望丛社区

居委会

望丛社区防控新冠疫情工作纪实——“抗疫路上，你我

同行”

193000 开封市新区城西办事处汉兴路社区 明日新城换新颜

194000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社区互助防疫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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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00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

理学院

疫情无情人有情，阳春三月孝善行——“金昌市新粮地

村孝善养老”新模式

197000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文华社区居

民委员会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治理现代化村居探索——以文华社

区“六员联动”防控为例

198010 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办事处
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保姆式”服务助推企业防控疫

情和安全生产助复工复产企业走出寒冬

19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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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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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40 南宁市青秀区新竹街道建政社区
筑牢防控一线，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建政社区抗

击疫情的实践与探索

198050 南宁市青秀区新兴苑社区居民委员会先锋引领勇担当、众志成城齐抗疫



198060
南宁市仙葫经济开发区江湾社区

居民委员会
率先垂范，严查严管做服务，筑强一线堡垒

198070 南宁市青秀区茅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挺立在战“疫”一线的坚实堡垒

199010
柳州市城中区公园街道柳侯社区

居民委员会
支部引领聚合力 联防联控抗疫情

199020
柳州市柳北区胜利街道胜利社区

居民委员会
胜利社区临时党支部，疫情防控担当有作为

199030 柳州市柳南区红桥社区居民委会 红桥社区筑起抗疫第一线“防护堤”

200000
桂林市灵川县灵川镇九龙社区居

民委员会
筑牢社区战“疫”坚实“堤坝”

201011
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政府海角街道

办事处

海角街道建立“三动”机制抗击疫情 织牢基层一线防

护网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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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1 北海市海城区中街北部湾社区 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

201022 北海市银海区侨港镇侨南社区 疫情面前显担当，齐心战疫护一方

202010 来宾市武宣县黄茆镇新贵村民委员会奋战抗疫一线 筑起疫情防控坚强堡垒

202020 来宾市武宣县金鸡乡大坪村 金鸡乡大坪村：做好乡村疫情防控的守门人

203010 深圳市升阳升社会工作服务社
疫情下归心殷殷的湖北籍老人返乡记——优势视角在独

居老人长者个案中的运用

203020 深圳市升阳升社会工作服务社 隔疫不隔爱——疫情当下社会工作如何体现专业性

204000 天津市河东区唐家口街道红星路社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疫之智

205000 上海市徐汇徐家汇社区基金会 “汇”爱战“疫” 我们在一起

2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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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泉驿区 “硬核手段”助力疫情防

控

207000 武汉市江岸区新村街道为群社区 为群防疫 防疫为群

2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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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街“一四四七”社区治理模

式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210000 深圳市升阳升社会工作服务社
愿望都值得被尊重——“网课无忧”龙华区民办学校抗

疫助学计划

211000 深圳市升阳升社会工作服务社 “三联”助力居家隔离防疫—社工逆行应援行动

212000 锡盟镶黄旗新宝拉格镇
“五个一”构筑疫情防控坚强堡垒 创新思路举措推进基

层社会治理

213000 锡林郭勒盟民政局 冲锋在前，顽强拼搏 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2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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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00 深圳市南山区惠民综合服务社 “守望相助，伴你同行”——塘朗社区滞留湖北居民支持项目



217000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

人民政府

赛汉陶来苏木三项“硬核”措施 夯实疫情防控基层战

斗堡垒

218000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 侨乡战疫

219000 都江堰市人民政府灌口街道办事处 基层治理效应在疫情防控中突显

221000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沿山社区

党委
爱满沿山，隔离不隔爱

222000
中共武昌区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办公室
志愿服务暖心行动，推动基层治理新篇章

223000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

托海镇人民政府
平凡岗位默默奉献，团结奋进守护一方平安

224000 中共开封市鼓楼区委政法委员会 “时间银行”+“群防群治”，“三无”变“三有”

225020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文化和

旅游局
党建强引领 文旅多发力 防疫添色彩

225030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力吉苏木机关北疆战士“疫”不容辞，坚守一线

226000 兴安盟扎赉特旗通海路社区 疫情防控 打响社区狙击战

227000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五一街办事处

（代钦社区）

红色网格联动 多元五治联推着力构建共治共享治理新

格局

228000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民政局 “六五四”工作法助力疫情防控

229000 武汉市江岸区千穗岚养老服务中心 千穗岚“守护童心”案例

230000 武汉市逸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汇志愿力量，让爱心循环”微光银行

2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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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000 包头市青山区民政局 党建引领“三网合一”联战“疫”

235010 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四居委会 让党旗飘扬在第一线

235020
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幸福时

代居委会
幸福时代居委会“蒙面超人在身边”

236000
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悦秀苑

居委会
我是党员，我做先锋

23701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烟

墩街道滨湖明珠社区居民委员会
筑牢守护群众的“红色堡垒”

23702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方

兴社区康园委员会
疫情防控“硬核”不硬来

23703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万

年埠街道万慈社区居民委员会
万慈社区“红小二”红色防疫之路

23704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同

安街道办事处
同安疫情防控车队 爱心服务重点人群

23705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滨湖

世纪社区金翰网格管理服务办公室
凝心聚力共战“疫” 筑牢一线聚民心



23706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包

公街道办事处
凝心聚力 共克疫情

23707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方

兴社区蓝山居民委员会
克难关筑牢防疫战斗堡垒

23708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方

兴社区佳源南支部委员会
联防联控编织疫情防控安全网

23709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滨湖

世纪社区昌贵网格管理服务办公室
凝聚党群力量，众志成城抗疫情

23710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芜

湖路街道办事处
科学部署，群防群控，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23711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大

圩镇金葡萄社区筹备组办公室
抗疫凝众志 基层谱新篇

23712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滨湖

世纪社区和园网格管理服务办公室
红色领航聚合力 多措并举战“疫”情

23713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芜

湖路街道友谊社区居民委员会
红色领航 携手抗疫

2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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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15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滨湖

世纪社区观湖网格管理服务办公室
发挥“四员”作用 守着防疫底线

23716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烟

墩街道滨湖欣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多措并举防疫情，打赢防控阻击战

23717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滨

湖世纪社区服务中心
党建引领，志愿为先，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23718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万

年埠街道云海社区居民委员会

包河区万年埠街道云海社区坚持联防联控，创新科学防

疫新举措

23719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万

年埠街道办事处

包河区万年埠街道科技智能小程序助力新冠肺炎防控工

作

23720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方

兴社区服务中心
“四五六”联手“四心”打赢防疫战

237210
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包河区方

兴社区瑞园委员会
“1+3+N”模式 织密“红色防疫网”

238000 包头市昆都仑区鞍山道街道办事处 坚守初心 勇担使命 抗击疫情

239000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球场街道

办事处
以抗疫为契机，党建引领提升基层社区治理经验

240010 武汉市江岸区新村街道新江岸社区 战天斗地彰大爱 万众一心克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