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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专题

”
“

“吃讲茶 ”是江南地区传统
的协商议事形式，居民们就着一
杯清茶，直言诉求、直抒胸臆。 目
前， 昆山全市已先后在祁浜村 、
龙凤村 、全旺村等多个村 、社区
开设 “吃讲茶 ”场所 ，并成立 “吃
讲茶 ”分会 ，让民情民意融入社
会治理的全过程。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
单元， 也是社会基层治理体系中
的基础部分。 连续 18 年占据全国
百强县“C 位”的昆山 ，站在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县域示范的
新高度，聚焦新时代、新形势、新
需求、 新特点， 在创新一个 “党
建+”固本强基体系基础上，深化
“三治融合 ”机制 、丰富 “五社联
动”模式、聚焦“七个小微服务 ”，
积极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现代化新格局， 努力打造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县域示范。

“把脉画像”育典型
分层分类深化“三治融合”

上午 9 点多，79 岁的孙春宝
戴好“邻里守望员”红袖标，开始
在小区里巡逻。 看到不文明现
象，她会及时上前提醒；得知哪
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水管堵塞
了， 她第一时间反映给社区，及
时帮助左邻右舍排忧解难。

在采莲新村，20 多名居民
志愿者组成了邻里守望队。 以
此为试点， 采莲社区建立了一
个社区邻里守望总站、 一个小
区邻里守望联系中心、 一张邻
里守望卡的“三个一” 服务模
式；同时，成立党建联盟，建立
“15 分钟党建服务圈”， 做大社
会组织、街区商圈等“朋友圈”，
加快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
合”，成为昆山老旧社区创新基
层治理的一个范本。

昆山城镇化进程较早，城乡
社区居住形态不断分化、人口结
构日趋多元， 居民利益诉求、社
区服务需求、基层治理要求更加
复杂多样。 今年 6 月，昆山发布
《关于推进城乡社区分类共建试
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围绕社区

“要什么，有什么，做什么”等问
题，探索建立城乡社区治理精准
化分类指导机制，以分类施策的
治理精度，提升社区服务温度和
社区品牌亮度。

昆山市民政局联合第三方
专业力量，根据各自社区的发展
历史、辖区资源、居民需求等特
征，通过调查统计、实地调研等
方式， 为昆山 350 个城乡社区

“把脉画像”，统一划分为普通商
品房社区、老旧社区、动迁安置
社区和综合特色社区等 4 种城
市社区类型，以及传统（特色）乡
村和新型（融合）乡村等 2 个农
村社区类型。 同时，精心编制问
题需求、 公共服务和治理资源 3
份清单，以“治理方向”引导分类
治理“关键重点”。

例如， 以商品住宅小区为
主形成的社区， 硬件设施比较
完善、居民整体素质较高，但邻
里关系淡化。 昆山着力以“红管
先锋” 项目为基础， 推进社区

“大党委”建设，推动服务多元
化，提升居民参与度。 而以老旧
小区为主形成的社区， 居民参
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普遍较
高，但基础设施老旧、公共空间
缺乏且功能配套不全。 昆山从
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综合环境
治理改善入手， 不断优化对困
难、老年、特殊等人群的社区服
务，着力打造“熟人社区”，提升
居民幸福感。

多元互联强资源
“五社联动”激发全新活力

作为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
常发香城湾小区首届业委会主
任，经常往返于沪昆两地的魏三
鹏手机里存着近 200 个邻里服
务微信群。

花桥被视为苏州融入上海
的“桥头堡”，总人口 25 万，户籍
人口却不到 4 万。 像魏三鹏这样
情况的还有一群人，他们“居住
在花桥，工作在上海”，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人是中共党员，许多人
周末才会回到昆山，被花桥人亲
切地称为“星期天先锋”，成为助
推花桥社会治理优化的一支重
要力量。

在常住人口达 300 万规模的
昆山，许多只有“八九杆枪”的社
区普遍面临“小马拉大车”的难
题。 昆山市民政局探索建立社区
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
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
联动”机制，通过多元互联，不断
丰富社区资源，提升其治理能力
和服务水平。

发展“新”阵地。 昆山大力建
设具有特色的社会工作站（室），
联动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儿童督
导员、儿童主任等民政部门服务
力量，以及司法、工会等政府部
门和群团组织基层服务力量，和
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组织、志愿
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服务，实
现资源共用、共享，力争今年底
实现村（社区）社会工作室建设
全覆盖。

设计“新”项目。 针对困境儿
童及家庭的多重困境和需求，昆
山统筹社会资源，推动“点亮希
望·伴你成长” 社工服务项目全
面落地，包括一户一档案，入户
探访，个案、小组、社区等社工服
务，以及“六一”、寒暑期的特色
需求项目，为全市困境儿童及家
庭撑起一张社会支持网络。

注入“新”活力。 多方链接基
层慈善资源，实现社区（村）发展
基金全覆盖， 探索发展型视角下
救助社会工作新模式。 发动社区
党员认岗领责， 动员群众参与社
区慈善活动，营造“有时间做志愿

者， 有困难找志愿者” 的社区新
风； 建立“战疫先锋”“星期天先
锋”等志愿者服务队伍 191 个，广
泛参与解决各类社区沉疴积弊。

精细发力提品质
聚力做优“七个小微服务”

“有了这些晒衣杆，以后就
不用为晒衣被犯难了！ ”指着楼
前一排排整齐的晒衣杆，58 岁的
张阿琴满心欢喜，她又可以和以
前住在村里一样，睡上带着阳光
味道的被子了。

陈巷社区是陆家镇规模最
大的动迁安置小区， 一开始，住
进高楼的居民对城市社区的生
活很不习惯，尤其是不能像以前
那样在院子里洗晒，让大家十分
苦恼。 在召开居民议事会后，陈
巷社区集中规划公共晾衣区，设
置一批美观实用的共享晾衣架，

并安装遮雨棚，把民生小事办进
居民心坎里。

生活垃圾怎么分类， 小区
停车怎么规范， 疫情防控如何
落实……小小社区， 千头万绪，
管好“小事”就是治理“大事”。 昆
山全面梳理共同需求和共性问
题， 深层排摸居民核心诉求和社
区治理难点，聚焦“七个小微”服
务，全力提升群众幸福质感。

一是对准群众微需求，在辐
射面广、人员集中、配套齐全的
社区建设党群服务中心， 在问
题、需求较为集中的小区、商业
区建设党群服务站点，集结专业
化团队，链接区域化资源，提供
个性化项目，努力构建“15 分钟
便民生活圈”。

二是针对信息“微梗阻”，研
发“城事通”智慧平台，对接现有
智慧物业、智慧社区、网格管理
等有关服务功能平台，实现社区

管理服务智慧化。
三是结合社区“微改造”，实

施“昆小薇·共享鹿城”城市公共
空间“针灸式”改造工程，由中心
城区拓展至各区镇，将破碎用地
打造成群众家门口的精致小花
园，以微更新激活城市小微公共
空间。

四是对标人居“微环境”，在
各区镇农村创新开展“美丽庭
院”星级户创建，目前已评选出
五星级“美丽庭院”近千户。

五是赋能物业“微治理”，
组建物业行业党建专委会，全
面梳理排摸 396 家备案物业企
业，将“红管先锋”服务项目评
价实效与前期物业招投标管
理、物业行业信用评价、评优评
先等挂钩， 定期发布物业服务
质量“红黑榜”，督促提升社区
服务水平。

六是实施养老“微试点”，建
成启用昆山市级智慧养老服务
中心，推进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试
点，推动“日照中心+老年大学+
小微型机构”养老综合体建设试
点，让幸福养老不是梦。

七是提升残障服务“微标
准”， 率先印发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服务实施办法，构建“1+3+N”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模式，计
划明年实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服务 100%覆盖。

昆山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
长陈鲁勇表示，未来，昆山还将
大力实施社区规模优化行动、社
区治理队伍成长行动、社区治理
分类共建行动、社会工作融合治
理行动、智慧社区建设提升行动
等“五大行动”，大力实施社工人
才培育“十百千”培育计划，并推
进数字赋能社区治理，加快构建
不同类型社区治理与服务精细
化模式和新形态，努力探索“昆
山路径”，形成“昆山示范”。

（作者为江苏省昆山市民政
局局长）

江苏省昆山市：

精心打造社会治理现代化县域示范
■ 陈鲁勇

一张八仙桌，一圈长凳。 近日，七八位江苏省昆山
市周庄镇祁浜村村民坐进昆山乡村振兴讲习

所，在村干部和老党员的带领下，就‘美丽庭院’创建问题
献智献策。

花桥经济开发区开展“党建+世界咖啡”书记沙龙

2021 年 10 月，马路桥社区成立发展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