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22．10.25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段理

社会治理·专题

■ 陈正峰

夯基垒台
党建引领治理力度显著提升

十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城乡社区治理，在全省率先
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城乡社区治
理现代化的意见》《关于实施高
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

“根系工程” 的意见》《关于巩固
深化“三社联动”创新推进城乡
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等“1+N”
文件体系，整合成立“市政社互
动和城乡社区治理联席会议”，
高位推进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
全面构建起以基层党组织为领
导核心，基层政府为主导，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为基础，城乡居
民为主体，业主委员会、物业服
务企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驻
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城乡社区
治理体系，形成组织触角在一线
扎根、 工作力量在一线整合、为
民服务在一线优化、服务载体在
一线保障、 协调机制在一线运
行、治理成效在一线评价“六个
一线”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格
局，推进“党建网、治理网、服务
网”三网融合，实现组织共建、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共赢。

积厚成势，基层民主自治深
度有效延伸

十年来，始终坚持村（居）民
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主体地位，
持续深化以“五民主两公开”为
核心的村（居）民自治实践，不断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依法依规
开展村（居）“两委”换届选举，村
务监督委员会实现全覆盖，村
（居）务公开内容实效化、时间全
程化、形式多样化不断丰富。 指
导城乡社区制定（修订）完善自
治章程、 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
全市村（居）委会依法自治达标
率分别达 99.2%、98.3%。 苏州高
新区聚焦“民意、民情、民智、民
心”推进民约公约修订，强化基
层民主自治实践。 在基层党组织
领导下广泛开展“微自治”试点，
村（居）民议事会、恳谈会、协商
共治小组等城乡社区议事组织
覆盖面超 90%，因地制宜制定议
事清单、议事规则、协商成果落
实反馈机制，规范民主协商议事
程序。 张家港市“民生微实事”、

吴中区“幸福微实事”等项目有
效引导村（居）民通过协商议事
方式参与村（社区）微更新，以自
治共建美好家园。

深耕优作
社区为民服务温度大幅上升

十年来， 紧扣民心民需民
意，推动城乡社区硬件提质与服
务提优“双提升”，城乡社区居民
获得感、满意度持续上升。 硬件
提质方面，在城乡社区服务中心
全覆盖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县级
市（区）、镇（街道）、村（社区）三
级平台服务水平。 目前，城乡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平均面积分别
达 1400、1600 平方米， 已普遍具
备“6+X”“8+X”功能。常熟市“睦
邻空间”、昆山市“市民驿站”等
项目，使社区服务载体功能得以
提质升级。 聚焦“一老一小”和特
殊群体，打造老年友好、儿童友
好和无障碍友好社区建设，突出
社区环境、设施、服务的全龄共
享友好。 全市已基本实现城乡社
区虚拟养老院、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站）和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服务全覆盖， 已建成 22 个达
省标的儿童“关爱之家” 和 104
家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驿站。 服务
提优方面，纵深推进“全科社工”
服务模式，因地制宜探索“一站
多居”“联合工作站”“中心+社
区”“无柜台、AB 角”等不同形态
全科服务，吴江区、相城区大力
推动“全员全科”基层实践。 深入
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5 分
钟养老服务圈”建设，加大社区
公共服务、商业服务与养老服务
供给。 姑苏区推出民生服务八点
“伴”、“周末社区”等项目，通过
延长服务时间、 丰富服务内容、
优化服务模式，让城乡社区更有
温度、更加温馨、更具温情。

协同融合
多元参与共治维度持续扩展

十年来， 全市各级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慈善
资源等社会力量充分参与基层
治理，“五社联动” 迸发出无限
活力。 探索建立需求征集、民主

协商、项目决策、绩效评估、多
元参与和社区协同等“五社联
动”项目化工作机制，开展五届

“公益创投”、四届“公益采购”、
三轮“社区服务社会化”、两届

“公益慈善伙伴行”，仅“社区服
务社会化” 项目已累计投入超
过 3 亿元。

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全市累
计建成市、区、镇（街道）、村（社
区） 四级培育孵化基地 252 家，
近 3000 家社会组织入驻，在培育
社区社会组织、汇聚社工专业人
才、助力城乡社区建设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挖掘社会慈善力
量，全市 97 个镇（街道）、565 个
村（社区）设立“社区慈善基金”，
成功实施 118 个慈善项目，涵盖
扶老、帮困、助残、村庄环境改善
等领域，共引导 5200 余万元慈善
资金下沉基层一线。 发挥专业社
工作用，在全省率先出台基层社
会工作站（室）建设实施意见，全
市已建成 99 个镇（街道）社会工
作站、1191 个村（社区）社会工作
室。 太仓市继“政社互动”1.0“清
单式治理”和 2.0“主导式治理”
后，创新实施 3.0“能动式善治”，
全面建设“发展型”幸福社区。

创新积淀
数字赋能智治精度全面提高

十年来， 厚植数治思维，创
新形成“苏社智治”品牌，加快打
造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
字社区。 统筹信息建设体系，统
一编制全市智慧社区建设规划，
按照集约高效要求，重点推进社
区治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领
域智慧化建设。 整合基础数据资
源， 充实完善社区基础信息库、
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库、社区感知

信息库等， 加快推动社区治理、
疫情防控、公共服务等各类数据
向全市“一网统管”、“一网通办”
主题库汇聚。 推进平台建设应
用，高标准打造市、区“1+10”基
层“互联网+政务服务” 线上平
台，推进镇（街道）、村（社区）实
体服务大厅建设和基层公共服
务事项集中办理，线上线下标准
一致、功能互补、无缝衔接的政
务服务模式全面形成。 搭建社区
新媒体交流平台，引导居民“指
尖”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开发“苏
颐养方程式”， 发展养老数字化
服务，逐步拓宽政策计算器在为
老服务领域的应用场景，积极构
筑社区数字生活新图景。 苏州工
业园区“知社区”项目，有效整合
社区信息系统，填平部门数据鸿
沟，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
水平。

善谋实干
基层服务队伍效度明显增强

十年来，基层服务管理队伍
坚守为民爱民初心， 善谋力行、
实干当先，成为城乡社区治理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市通过
落实社区减负、 加大人力配置、
健全职业体系等举措，不断增强
对社区工作者的关心关爱。 建立
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机制，动态调
整依法履职、协助工作、达标评
比、盖章事项四份清单，并在全
国地级市层面较先发布村（社
区）可不予盖章的 12 类“负面清
单”， 驰而不息推进城乡社区减
负增效，为基层服务管理释放更
大动能。 按照“每万名城镇常住
人口配备社区工作者 18 人”要
求强化队伍配置，建立社区工作
者“三岗十八级”薪酬体系，明确

社区工作者年平均待遇不低于
当地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畅通社区工
作者职业发展路径，落实分级分
类培训培养机制，大力选树表彰
优秀社区工作者，不断增强社区
工作岗位的吸引力和荣誉感。

十八大以来，苏州注重激发
基层创新“源头活水”，社区治理
成效“生生不息”。 十年间，“政社
互动”“社区服务社会化”等苏州
城乡社区治理名片在全国产生
广泛影响，苏州工业园区、姑苏
区入选“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
新实验区”， 张家港市成为首批
“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太
仓市入选首批“全国农村幸福社
区建设示范单位”，张家港市、相
城区、太仓市、吴中区先后入选

“全省现代社区治理创新实验
区”，全市两个镇、12 个村被命名
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村），两
个村入选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
新实验试点单位。

奋进新时代， 迈向新征程。
苏州民政系统将奋楫扬帆、破浪
前行，紧扣国家、部、省有关城乡
社区治理领域规划部署，大力推
进政策创制、机制创新、实践创
造。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韧性
治理为目标，积极推动社区生活
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社区
发展共同体、社区家园共同体的

“一核四体”建设，持续深化以社
区为主导、 社会组织为枢纽、社
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
辅助、 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

“五社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优势，
多措并举开创我市城乡社区治
理全新局面，凝心聚力绘就善治
之城崭新蓝图。

（作者为江苏省苏州市民政
局局长）

倾力擦亮
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苏州名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苏州民政系统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 江苏省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相关决策部署，

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架梁立柱，完善治理体系，创新模式
机制，走好落地实践，不断提升苏州基层治理社会化、法
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现代化水平，倾力擦亮新时代城
乡社区治理“苏州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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