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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其强弱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兴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是对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考。基层社区只有做好疫情防控,县域经济才能得到有序健康发展。现从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维度去思考基层社区治理在疫情防控中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社区角色定位不清、治理主体
单一、法治素养以及对信息技术应用不足等方面,明确在具体实践中要围绕加强党建、发挥多元共治、
加强依法治理、创新工作方式等方面做出努力,最终构建满足新时代要求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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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research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theory of county economy
——Take Wuwei City in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Xianglong Wu
Party School of Wuwei Municipal Committee
[Abstract] county economy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its strength directly affect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t present,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s a major test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ly when grass-roots communities do a good job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n the county economy develop orderly and health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 now consider the deficiencies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unclear positioning of community role, single
governance subject, legal literacy and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clear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specific practice around strengthening Party building, giving full play to pluralistic co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law and innovating working methods, Finally, build a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unty economy; Community governanc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ss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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