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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社区治理观察：

城乡有变化、群众有感受、社会有认同

突出体制重构
精准破解群众难题

步行小道典雅古朴，串起别
致的社区花园；社区广场宽敞平
坦，是休闲跳舞的好地方；运动
场设施齐备，可进行排球、篮球、
羽毛球、 乒乓球活动及比赛；道
路交通标线整齐， 停车规范有
序； 间或有一些雕塑和涂鸦，将
社区装点得生动活泼……这里
是成都成华区二仙桥街道下涧
槽社区，看着眼前的景象，很难
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破败
拥挤的老旧小区。

下涧槽社区是典型的大型
国企老旧生活区，几代成都机车
厂人在此生活。 墙上的老照片还
保留着改造前的记忆：私搭乱建
未受约束，楼群周边孵化了若干
棚户，底楼住户各自圈地，小区
内围墙分割……

居住环境差，邻里磕绊多，小
区改造成为很多人的愿望。 然而
细数下来， 这种老旧小区的治理
涉及多个职能部门。“九龙治水”
人人都管， 却在基层留下治理空
白，改造工作一时难以推进。

2017 年，成都以领导体制重
构破解社区工作“九龙治水”困
局。 市县两级党委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委员会发挥牵头抓总、集成
整合作用， 把分散在 20 多个党
政部门的职能、 资源、 政策、项
目、服务等统筹起来，明确街道
（乡镇）党（工）委为承担社区发
展治理职能的具体机构，四级联
动推动社区职能归位。

体制理顺了，下涧槽社区随
即启动改造。 如最初预料的一
样， 一开始就遭遇了很大阻力。
“拆墙拆违触到一些住户的神
经，这是整个改造过程的难中之
难。 ”二仙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向朝晖说。

做群众工作就要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机
车厂退休事业部有 7 个党支部，
社区党委也将党员调整成 7 个
党支部，一对一结对共建，同步
推进小区改造和基层治理。

党员带头拆违拆墙，德高望
重的老党员做居民的工作，2018
年，下涧槽社区的改造从居住着
280 名党员的一、 二坪两个单元
开始动工。

几个月后，一、二坪面貌发生
很大改变。 隔墙拆了，道路宽了，
路旁绿了，汽车停放也整齐划一。

“一坪的魏大爷看到这么大
的改观，也主动去做其他人的工
作。 原先有顾虑的业主也解开了
心结，主动为改造提建议。 ”社区
居民、老党员钟方安说。

改造后的下涧槽社区先后
获得成都市“百佳示范社区”、成
都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示范单位”等荣誉。

这几年来， 成都将党建引领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战略
继续向纵深推进， 发挥各级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组织动员 13 万名机关党员
干部、3000 余个社会组织和驻区
单位参与， 实施老旧城区改造项
目 859 个， 整治背街小巷 2047
条，新建小游园微绿地 274个。

第三方调查显示，成都基层
治理的群众满意度达 96%。 有受
访群众动情地说：“党建引领社
区发展治理所到之处，就是我们
最幸福的地方。 ”

统筹开发治理
社区实现良性发展

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
剧……1 月 29 日，2021 年首届成
都市“非遗在社区”春节联欢晚会
在成都青羊区清源社区开演。晚会
演员既有年逾古稀的老者，也有稚
气未脱的孩子，他们都是喜爱并传
习着非遗项目的社区居民。

清源社区地处成都市西三
环外侧，人口近 10 万，是一个由
涉农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的复
合型社区。 几年前，这里市政道
路不畅，配套极不完善，群众生
活不便，矛盾多发。

清源社区一小区的物业经
理王顺洪 2017 年刚到岗时，一
个月收到 50 多件投诉， 今天回
忆起来仍觉艰辛：“这个小区是
安置房老小区， 在房屋产权、质
量、供水供电供气和物业等方面
有很多遗留问题……”

如何凝聚人心、更好地服务
居民群众是清源社区面临的现
实问题，也是成都这样的大城市
在快速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发展和治理是城市工作的
一体两面，城市治理不仅要实现
社区综合治理，也要实现科学发
展，社区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能为社区治理提供有
力支撑。 成都鼓励社区盘活自身
资源增强“造血”功能，不断为社
区发展治理增添源头活水。

清源社区把社区开发与社区
治理作为同等重要的事情来抓，
探索实施“双中心”运转模式，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主要承担综合治
理职能， 社区发展中心按照市场
化的逻辑整合资源， 围绕居民需
求开发项目，实现良性发展。

社区食堂升级改造后，每天
中午都排起长龙；清源文创美学
生活馆融入茶艺、刺绣、古琴、旗
袍等传统文化元素，打造生活消
费场景；妈妈互助会、亲子读书
会、英语社团等成立，活动经常
性地开展起来……群众生活不
断丰富， 社区也实现自我“造
血”。 社区用盈余资金打造“思源
堂”文化广场，为居民提供休憩、
活动锻炼场所，深受居民喜爱。

这几年， 社区产业在成都从
无到有，并逐步壮大起来。成都以
补齐短板和满足市民需求为导
向，打造社区商业消费新场景，推

动“O2O+社区”商业模式，引导
底商向社区布局， 整合社区便利
店 400余家， 推进社区生活服务
便捷化品质化，构建“15分钟社区
生活服务圈”。加快建设功能配套
完善、彰显文化风貌、体现宜业宜
居的产业社区。 分类推进产业服
务、文化教育、商旅生态、居住生
活等 4 类 45 个国际化社区群落
建设，桐梓林、青石桥等国际化社
区成为网红打卡地。

共建共治共享
激活基层发展活力

在成都双流区莲花社区，提
到熊佑明，居民无人不知，问熊
大爷在哪儿，指指小区的绿化带
就能找到他。

小区里树木荫翳、 鸟儿欢
唱，这样优美的环境离不开熊佑
明十多年的辛苦耕耘、 默默付
出。 这位有着 52 年党龄的老党
员精神矍铄、 双手灵活有力，一
双胶鞋、一把镰刀，钻进河边树
林里一干就是一整天。

问他为什么十多年如一日
地在社区做绿化志愿者，他的回
答掷地有声：“人活一种精神，我
是个党员，和平年代不用我上前
线去流血牺牲了， 但我也要做
事，见活儿就做。 ”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
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成都注重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优
秀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围绕提升
居民自我服务能力壮大社区志
愿者队伍。 一批老党员、老干部、
老教师等“热心人”的积极性被
调动起来，他们带动居民在协商
中凝聚共识、 在参与中聚人成
事，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在党组织引领下，守望相助、
乐观包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的风尚成为城市标签。

莲花社区是一个“老三线企
业”的单位小区。 2017年，莲花社

区将防空洞改造成居民身边的党
史博物馆。时年 80岁的朱广清身
为社区党员志愿者队伍的队长，
还主动申请当博物馆的讲解员。

“这些老党员的精神深深鼓
舞着我， 他们都是党员的模范，
从 2017 年以来，每年 6 月都是社
区的党史活动月。 今年恰逢建党
100 周年， 我们要邀请这些老党
员来讲讲他们的奋斗故事。 ”莲
花社区党委书记马腾飞说。

现在莲花社区的志愿者服
务团队已发展到 200 多人，积极
参与到社区治安巡逻、 环境维
护、垃圾分类、图书管理等多方
面的工作，老党员的精神通过志
愿服务在社区传承。

10 公里之外，成都天府新区
安公社区依靠“凝聚党员线、健全
自治线、 发展志愿线、 壮大社团
线、延伸服务线”的五线工作法，
打造形成“人人都是志愿者，人人
做志愿，志愿为人人”共治共享的
一道亮丽风景。 成都高新区芳草
街街道盘活辖区资源，与社区、社
会组织、商家联盟等共同打造“芳
草 FUN市集”，激发了发展活力。

成都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中，注重基层党组织引领，形成
自治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
横向互联互动体系。 一批党组织
健全的品牌社工机构进驻社区，
一批社会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为居
民提供专业化社区服务。 组织部
门协同社会治理部门发挥统筹
作用， 推动市民生活服务专业
化、社会化、智能化供给。

在成都数以千计的基层社
区，助老、环卫、治安、文体等志
愿服务和专业社区服务活动常
态化开展，群众与党组织的联系
更加紧密了，归属感、认同感越
发强烈。 从政府治理到共建共治
共享，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有效
激活了基层发展活力，提升了基
层治理效能。 （据《光明日报》）

成都高新区芳草街街道，“芳草 FUN 市集”一景 成都市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源社区召集社区干部、
网格员研究社区工作

成都市温江区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深挖农耕传统
文化 。 图为温江区万春镇举办开秧门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
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当前，四川成都已发展为实际管理人口超过 2000 万的超大城市，人口还在以每年 50 万的速度增长。 发展加速，治理难度骤增，社区作为城市发展治理的底部支撑，成为这座
超大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关键抓手。

近年来，成都把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全国率先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构建了市、区（市）县、街道（镇）、村（社区）四级党组织纵向联动
体系，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引领，自治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横向互联互动体系，整合推动全市党建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下沉一线，以基层党组织为主渠道落实到城乡
社区，聚焦聚力解决市民身边的揪心事烦心事，做活社区、做强“幸福蓉城”品牌。

“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是简单地维护社会秩序，而是要把党的领导根植于基层、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实现党领导基层治理、依靠群众加强基层治理。 ”成都市委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负责人撰文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