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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

党建引领———构建基层社
会治理新气象

青绿色的老式内燃机火车
头搭配红砖灰瓦的老式车间，5
层楼高的卡通熊猫巨幅画像立
于街角，整洁的街道两旁装饰着
各类新潮艺术“涂鸦”，不少“网
红”小景点引游人驻足拍照。

经典和现代艺术掩映交织，
时尚与地方文化有机结合———
这里便是“重生”后的成华区二
仙桥街道下涧槽社区。

作为成都“老资格”的万人社
区， 下涧槽社区以前属于中车成
都公司家属区， 居民超 1.4万人。
2015 年开始，历史悠久的家属区
开始进行企业分离交接工作，人
多事杂，社区改造过程异常艰难。

“最难就是拆除小区违章建
筑。 ”二仙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邹涛
说，要劝导居民拆除违建，还要防
止违建现象死灰复燃，难上加难。

“推动化解社区治理难题，一
定要发挥党在基层的领导核心
作用，党员干部要带头示范。 ”邹
涛说，社区建立了区域化党建机
制，成立党建联盟，发动社区两
委所有党员，一家一户登门做工
作，并开拓思路，在社区选了一
栋楼搞试点，展示改造效果。

尽管年事已高，在此生活了
50 多年的老党员姜长盛仍坚持
到各家做工作，“有一家住户，第
一次上门就把我轰了出来，我又
去了 3 次，他们最终理解了环境
的重要性”。

临近社区改造尾声，一位年
近八旬的下涧槽社区老住户写
下一篇感想，引发大家共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区
疏于管理， 私搭乱建未受约束，

楼群周边孵化了若干棚户，公共
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使人有种无
形的压迫感。 微信群里经常转发
‘留住老成都的记忆’，总是配我
们下涧槽的照片，可见下涧槽是
被遗忘在上个世纪的古董。 ”

如今再到下涧槽社区，看到
的是整洁干净的院落、布局合理
的停车位、 精致文艺的公共设
施，“空中蛛网”消失无踪，小区
还配备了“刷脸”安检设施。

成都于 2017 年 9 月在全国
率先成立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委员会（简称社治委），由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社治委
主任，统筹推进社区治理创新。

2018 年 6 月，成都市出台文
件明确提出， 要构建“街道、社
区、小区”三级党组织架构，形成
“小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
机构”三方联动的治理和服务体
系。 目前，全市已有 4328 个小区
建立了党组织，近 8 万名在职党
员在小区亮身份、许承诺。

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
处长李军介绍，“成都探索”促进
了小区各类组织的规范运行，逐
步走向有序治理状态：推动业委
会单独组建党组织；订立邻里公
约，党员业主带头示范，号召小
区居民参与小区建设。

青白江区瀚城国际小区成
功治理了停车乱象、金牛区新桥
社区逐步优化了人居环境……
记者发现，成都社区治理的每个
角落，都不乏党员的身影。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汤继强
认为，破解基层治理“条块分割、
力量分散”难题，成都走出了一
条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
子，化解了许多难题。 成都探索
做强街道、做优社区、做实小区，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

斗堡垒，让四中全会健全党组织
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一
要求实实在在落地。

与时俱进———坚持体制 、
机制持续创新

近年来， 成都的城市形态、
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着深
刻变化。 目前，成都市共辖 4351
个城乡社区， 实际管理人口达
2120 万，共有近 2 万个小区，“万
人小区”超过 200 个。

地处成都城北的物流大通
道，新都区大丰街道红湖公园城
小区是当地大型“万人小区”之
一，总人口超过 1.2 万，近 90%的
居民是外来经营和务工人员。 大
丰街道党工委书记许玉川说，小
区一度有“三差”：治安状况差、
秩序管理差、环境卫生差。

“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已不
适应城市发展阶段特征和实践
需要，‘九龙治水’的体制弊端和
条块分割的管理惯性影响了城
市治理的整体效能。 ”成都市委
社治委社区治理处处长高伟说。

记者从成都市委改革办了解
到， 成都率先成立了市委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清晰
界定了社治委与组织、政法、民政
等部门的责任划分， 明确由社治
委牵头制定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
长期目标和阶段性任务、 制定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政策体系、 推进
多元治理体系建设等 10项职责。

“市委社治委的建立，解决
了‘一个部门抓不了、多个部门
抓不好’的社区治理难题。 ”高伟
说，市委社治委整合了与社区治
理相关的 40 多个部门， 统筹规
划各类治理事项和资金，大大提
升了整体工作效率和治理能力。

通过“找党员、建组织、优机
制、抓服务、植文化”，红湖公园
城小区逐步由乱到治。 记者近期
来到这里发现，清澈的河水在小
区内蜿蜒穿过，小区工作站服务
人员忙碌不停，老人孩子在院坝
里悠闲地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
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宋贵伦认

为，现阶段，我国大城市普遍存
在“大城市病”，主要涵盖人口、
交通、污染等问题。 想解决，简单
靠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是很难根
治的，必须从制度体系、体制机
制创新入手来统筹解决。

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风和日丽，碧空如洗。 几百
杆五颜六色的大旗，整齐地环绕
在下涧槽社区的灯光球场。 院坝
舞台上，“韵美”老年舞团正在排
练扇子舞。

“我们队平均年龄 62 岁，这
300多杆旗帜，代表了 300多支社
区民间舞团。”70岁的陈华筠告诉
记者， 她创立舞团已有 20 年，以
前只能在“坝子”里练舞，风吹雨
打，条件艰苦。 近几年，多个社区
争相为舞团提供免费优质室内外
场地，这让“嬢嬢们”乐开了花。

去年，在二仙桥街道，供社
区居民免费使用的崭新文化活
动中心正式启动。

记者走进这里，就听到音乐
教室里传出悦耳的舞曲声，一楼
的几家舞蹈服装定制店里，汉
服、现代舞、民族舞服装应有尽
有。 二楼则是乐器培训教室、剪
纸艺术教室和残疾人活动室。

要说中心大楼里给人留下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里活动的
居民们脸上开心的笑容。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不能仅
仅靠政府，也应引入社会力量参与
到共建共治共享中来。 ”邹涛说。

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新桥社
区以前是钢材物流集散地，居住
环境复杂。 近几年，街道、社区携
手企业联手打造优质环境———
成都当代影像馆和摄影主题公
园拔地而起。 如今的新桥社区已
成为闻名遐迩的网红“打卡”点，
摄影爱好者和游客闻讯而来，居
民自豪感爆棚。

11 月 13 日， 参观者在位于
成都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新桥社
区的摄影艺术馆内拍照。 新桥主
打摄影特色社区，有摄影文创特
色街和摄影主题公园，深受当地

居民和国内外游客喜爱。
成都市还在社区减负工作

上下足了功夫：制定社区减负若
干措施， 推动社区证明事项从
313 项缩减到 15 项；设立社区专
项资金，每年平均为每个城乡社
区匹配 35 万元保障资金……

“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
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 发挥群
团组织、 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
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
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 更好提
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构建基层社会
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明确要求。

听取民意的线上政务效率也
在提升。 2018年 10月，“天府市民
云”平台正式上线，集成 57个部门
189 项服务， 开通社区频道 1000
余个，截至目前注册用户已达 343
万，累计为市民服务 9000万次。

整合基层社会治理力量，创
新基层社会治理手段和载体，不
断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 法治
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一直是成
都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成都市委政法委政策研究
处副处长杨金忠介绍 ，2017 年
起，成都在全国启动网格服务整
合， 将全市统一划分为 15329个
网格，确定专职网格员 13445 人，
履行发现问题、采集信息、劝调纠
纷、宣传发动等职责，提高了网格
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推动了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
障下倾。 今年以来，网格员发现、
报告、 办理治安类事件 1.4 万余
件，消防、交通、食品安全类事件
104.8万余件，切实解决了人民群
众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第三方社会问卷调研结果
显示， 目前 95.8%的受访成都市
民认可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
区建设，96.6%的市民认为社区面
貌发生了可喜变化。

“在现有探索基础上，成都
将按照四中全会要求， 进一步完
善改革举措，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
层治理体系，确保城市有变化、市
民有实惠、社会有认同。 ”成都市
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

� � 11 月 12 日，在成都成华区二仙桥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一支老年
合唱团在社区艺术团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合唱

11 月 13 日，市民在成都金牛区新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看书

� � 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十九届四中全会
围绕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中国之治 ”的宏伟蓝图
逐渐清晰 。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
公里”。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
制度化渠道。

记者在成都城乡社区采访时， 真切感受到这种制度化探索带来
的变化：居住环境持续优化、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聚焦人民群众
身边的社区治理痛点、难点，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体系，成都正走出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