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枣庄市城乡社区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枣社组办[2020]2 号

枣庄市城乡社区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枣庄市社区工作准入清单》的

通 知

各区（市）民政局，枣庄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市直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枣发〔2018〕35 号），规范社区工作事

项，减轻社区负担，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效能，按照省民政厅

安排部署，经枣庄市城乡社区治理领导小组同意，现将《枣庄

市社区工作准入清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各区（市）、镇（街）不得将清单外属于政府自身职责范

围内的工作任务转嫁给社区承担，不得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向社

区派任务、下指标，不得以部门文件、系统会议部署、领导讲

话、“一票否决”、签订“责任书”“责任状”等形式变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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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下派职责事项。

对属于临时性工作任务的事项，由下派临时性工作任务的

部门（单位）逐级向市级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协调议事机构提出

申请，申请时应注明工作任务具体内容、工作期限、实施范围、

政策依据等，经审核同意后方可下派。遇有紧急工作任务可“先

口头报告、后补全手续”。各区（市）新增此类事项，须在手

续齐全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报市城乡社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

附件：《枣庄市社区工作准入清单》

（代章）

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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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枣庄市社区工作准入清单
（一）社区依法履行职责（共5类15项）

类别 工作职责 相关依据

民
主
自
治

1.开展入户走访，了解社情民意，掌握居民

基本情况，向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反映居

民的意见、需求和提出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五十六条

2.参与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山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3.组织召开村（居）民会议和议事协商会，

研究解决村（居）重大事项，实行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4.制定并组织实施居民公约、村规民约，教
育居民互帮互助，加强民族团结，倡导道德
风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条
《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第十五条

5.管理本村（居）委会财产，依法依规做好
村（居）委会资金使用，推行财务公开、村
（居）务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第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条
《山东省村务公开条例》

6.依法指导监督社区内业主委员会、业主大
会、物业服务企业工作，推进“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对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住宅小区，代
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04号）第二十条

《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八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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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工作职责 相关依据

社
区
服
务

7.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组织开

展社区便民利民服务、公益服务和志愿互助

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

《志愿服务条例》第四十一条

8.依法开展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

疾人等权益保障相关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
二条、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五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条、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三
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
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第六条、第二十条

《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九条

《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

《山东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五款、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三
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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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工作职责 相关依据

平
安
建
设

9.组织居民参加防灾减灾救灾、突发事件

应急救援演练和培训，开展居民自救和互

救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九条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

《森林防火条例》 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

10.调解民间纠纷，开展矛盾排查化解，促

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第一条、第五条

11.依法开展社区治安防控工作，加强群

防群治组织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七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第一条、第五条

文
化
教
育

12.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

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组织开展国

防、防空、安全常识、科学普及、文化教育

等普及活动。为幼儿园提供图书、展品、

设施等教育资源，为幼儿园开展保育教育

提供便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二十一条

《山东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

《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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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工作职责 相关依据

13.组织居民开展文化、体育、健身等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七条

《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

环
境
卫
生

14.依法组织居民参加传染病预防控制活

动，做好除四害工作，动员适龄公民参加献

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六条

15.宣传、动员单位和个人做好环境保护、
卫生治理、绿化美化工作，加强日常监督，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九条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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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依法协助政府工作职责（共6类17项）
类别 协助职责 相关依据 主责部门

社
区
管
理

1.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学
校安全工作。

《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第五条第四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教育部门

2.协助开展反恐怖主义、反邪教、反间谍、
扫黄打非、社区禁毒等工作，加强宣传教
育，发现并及时报告，配合落实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公安部门

3.协助做好流动人口居住信息采集和居住
证受理、发放等服务管理工作。

《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06号）
第七条第二款

公安部门

4.协助做好社区矫正和刑释解矫人员安置
帮教工作。协助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
作；协助教育和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预防和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
犯罪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四十八条

司法部门

5.协助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开展社
区管理、社区服务中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工
作。

《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
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

6.协助开展灾害安全防范、宣传教育，配
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开展灾害救助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七条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第五条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十七条

应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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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协助职责 相关依据 主责部门

社
区
服
务

7.协助宣传落实教育、住房、就业、基本
养老保险（含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慈善、残疾人保障、
居家养老、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
服务、反家庭暴力、社会心理服务、企业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等民生保障政
策，及时发现反映居民生活诉求，协助做
好有关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条、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四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六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四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第二十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 号）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
六条、第十八条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
13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36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
（关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
办发〔2003〕16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中办发〔2020〕18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工
作的意见》（鲁政办发〔2012〕62号）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门

医保部门

司法部门

民政部门

卫生健康

部门

8.协助开展兵役登记政审、退役军人双拥
优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

《征兵工作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316号）第十一条、第二十
一条

退役军人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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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协助职责 相关依据 主责部门

卫
生
健
康

9.协助做好社区公共卫生相关工作。协助
开展社区心理健康指导、精神卫生知识宣
传教育活动，为生活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
家庭提供帮助。配合开展艾滋病防治、生
育和婴幼儿照护服务，动员居民受种疫苗，
协助组织爱国卫生运动。传染病流行时，
协助做好疫情信息收集和报告、人员分散
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宣传传
染病的防治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委会组织法》第三条第（五）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十条、第二十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376 号）第四十条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六条第二款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8 号）
第九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第八条

《社会抚养费征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卫生健康

部门

10.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
部门开展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
的监督管理与服务工作。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四款
市场监管

部门

文
化
教
育

11.协助为居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服务保障法》第三十七条
文化和

旅游部门

12.协助做好督促本社区居民、流动人口中
适龄儿童和少年入学工作，为学校组织的
学生实习、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帮助和便利。
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学生
体质健康促进相关工作；协助组织、督促
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帮助其解决困难，
防止辍学；协助推进素质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八条

《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第六条

《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大力推进
素质教育的意见》第五条、第三十条

教育部门

13.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全
民健身相关工作。

《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第十二条 体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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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协助职责 相关依据 主责部门

社
区
环
境

14.协助发现报告其所在区域内违法出租
经营建设、违法排污，以及居民区噪声污
染、占用损毁无障碍设施等存在事故隐患
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协助调解居民纠
纷、反映居民诉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二条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条第三款

应急部门

其
他

15.协助宣传、动员和组织专业社会力量开
展经济普查、污染源普查工作；协助人口
普查、人口抽样调查等重大调查，以及与
居民生活相关统计工作。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令第415 号）第四条、第十六条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国务院令第576 号）第三条

《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国务院令第508 号）第十五条

统计部门

16.协助做好司法文书的留置送达，应邀参
加人民法院物证或现场勘验，协助执行人
民法院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第八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

法院

17.协助开展民族宗教法规政策宣传教育，
发现报告和协助处理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
矛盾纠纷和违法行为，配合做好辖区内宗
教事务管理工作；依法协助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做好民族工作。

《宗教事务条例》第六条

《山东省宗教事务条例》第七条

《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第六条

民族宗教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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