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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专题

江苏省太仓市：

“政社互动”“五社联动”
推动社区治理能力提升 ■ 张跃忠

”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太仓市

以清单式管理、 主导
式治理、 能动式善治
和融合式共治为核心
举措， 探索政府治理
同社会调节、 居民自
治良性互动的基层合
作治理模式。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创新“清单式管理”。 促进政
府转变思维模式，依法厘清政府
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权责边
界，为社区减负松绑，从源头上
释放基层群众自治活力。 一是厘
清两份清单，政社权责分开。 梳
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
职责事项》和《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两份“清
单”，划清了“行政权力”与“自治
权利”界限，为“政社互动”推进
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签订一份
协议，政社平等合作。 废止行政
责任书，“政社”双方平等协商签
订《协助管理协议书》，明确协助
管理的项目和要求，明确政府必
须提供的行政指导和财政支付，
明确双方的履约评估和违约责
任。 三是实行双向评估，政社良
性互动。 年终基层政府与村居之
间对照《协议书》进行双向评估，
改变政府一贯的单向考核方式。

强化“主导式治理”。培育社
会组织、引育社工人才、推进“五
社联动”， 引导社会多元主体通
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
等方式共同参与对社会事务的
管理。 一是注重顶层设计，坚持

政策引导。 市委、市政府先后出
台了《三社联动计划》《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在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深
化提升“政社互动”实践的意见》
等二十多个文件，逐步构建起了
政府引导下的基层治理的政策
体系。 二是注重购买服务，坚持
资金引导。 制订《政府购买服务
暂行办法》《政府购买社会工作
服务实施办法》《公益创投办法》
《促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发展
资金支持办法》等文件，市级财
政每年投入资金达 4000 万元用
于“三社”发展，政府主导下的社
会力量得到蓬勃发展。三是强化
激励保障措施， 助推人才发展。
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
展的意见》《加强资金支持促进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发展暂行
办法》等二十多个文件，主动优
化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环境。给
予社工考证奖励，对取得社会工
作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给予一
次性奖励，对社区工作者取得证
书的给予技术岗位补贴。给予社
工人才补贴，对本市应届高中生
报考社会工作专业的每人每年
给予 1 万元资助，对获评领军人
才的给与安家补贴。给予社工岗
位补助，对民办社工机构引进专
业社工的， 每人每年补贴 6 万
元，连续补贴 3 年。

推进“能动式善治”。 促进社
会治理资源下沉，激发基层社会
治理活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提升居民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实现城乡社区公
共利益最大化。 一是建立“五事
协商”工作机制，积极推进社区
协商议事。 以党建引领为原则，
在城乡社区建立“巡访问事、两
委提事、分层议事、协同干事、群
众监事”的协商议事机制，引导

社区居民及社区内外多元主体，
通过平等对话、理性商讨、就社
区重要公共事务表达诉求、沟通
交流、形成共识。 二是实施“邻里
家园”项目，积极提升社区治理
成效。 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由承接机构向项目社区派驻 2
名社工， 负责开展邻里访问、组
织邻里活动， 培育邻里社团，提
供邻里服务，将社会工作的专业
服务网点设置到社区，将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输送到社区，将社会
工作的服务资源下沉到社区，大
力提升了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
三是开展“发展型”幸福社区建
设， 积极推进社区高质量发展。
将基层群众对幸福的主观感受
和内心体验细分为六大感度和
三十项具体指标， 以评促建，增
强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
引领能力、 社区居民的主体能
力、村（居）委会的自治能力、社
会力量的协同能力、基础建设的
支撑能力，从而破解社区治理难
题，补齐社区发展短板，全面提
升社区服务和管理水平，努力为
社区居民追求幸福、 创造幸福、
获得幸福、享受幸福创造条件和
提供机会。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太仓市“政社互动”实践经
验获评第三届“中国法治政府
奖”，被遴选为“中国社区治理十
大创新成果”和江苏省首届十大
法治事件之一，被学界誉为继我
国审批制度改革后行政改革“第
二次革命”、继我国村居干部“海
选”后基层民主建设的“第二个
里程碑”。 建设“发展型”幸福社
区项目、推进“协商能动”项目先
后获评 2018-2019 年度、2019-
2020 年度江苏基层社会治理创
新成果奖，被确认为江苏省第二

批现代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 沙
溪镇中荷村入选全国村级议事
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单位。 璜泾镇
永乐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单位。

“清单式管理”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政社互动”向社会表达了
“尊重自治权利， 建设有限政府”
的法治思想。 通过厘清“两份清
单”，划清政府“行政权力”和群众
“自治权利” 的边界， 对属于村
（居） 民委员会自治范围内的事
项，放手让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这
不仅解决了政府职能“越位”“错
位”问题，也有效促进了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履职尽责。

“主导式治理”构建多元治理
格局。社会治理格局由政府“一元
单向管理” 转变为“多元互动共
治”，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广
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已基
本形成。十年来，太仓市登记社会
组织达 513 家，培育了 1600 多家
社区社会组织。 选聘了 200 多名
社区贤达、能人担任兼职委员，组
建了 5000 余名村（居）民小组长、
1600余名楼栋长服务队伍。 聘用
了 300多名专职社工， 引育社会
工作博士、 硕士人才队伍超 60
人，持证社工 1203人。

“能动式善治”提升社区治
理效能。 建设“发展型”幸福社区
推动城乡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
全面提高基层群众“幸福感”。 创
新打造了 123 个“发展型”幸福
社区，“全科社工”服务覆盖率达
100%，“五事” 协商机制全面推
广，年度协商事项近 1000 起。 在
全省率先完成市、镇、村（社区）
三级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基层
社工站（室）建设与管理标准化
试点”入选江苏省标准化建设试
点，被列入中国县域社会工作创
新发展观察点。

着力构建“融合式共治”机制

太仓将以“融合式共治”，着
力构建党建引领、 主体多元、权
责清晰、协同配合、系统有序、运
转高效的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具
有价值观和情感一致性、利益公
共性的幸福生活共同体。

（一）完善“四种机制”，激发
多元共治内动力。 完善“党建引
领”组织机制，加强和改进城乡
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和
各项工作的领导。 完善“清单管
理”运行机制，厘清村级组织主
体责任、 村级组织协助办理事
项、村级组织履职负责事项“三
份权责清单”， 签订社区共建共
治协议书，推进社区共治共建共
享。 完善“能动善治”协商机制，
围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
事项开展乡镇（街道）和社区协
商。 完善“五社联动”服务机制，
实现社区服务的精准化、暖心化
和专业化。

建设“五大家园”，打造幸福
生活共同体。 建设生态宜居家
园，着力改善社区环境，提升居
民环境舒适感。 建设便捷生活家
园，增强社区服务功能，提升居
民服务获得感。 建设人文精神家
园，强化社区文化的引领，提升
居民归属认同感。 建设温馨邻里
家园，构建友善邻里关系，提升
居民邻里和谐感。 建设善治平安
家园，增强社区自治能力，促进
社区共建共治，提升居民民主公
平感。

实施“六项行动”，推进社区
治理高效能。 实施村（居）委会规
范化建设行动。 规范村（居）民委
员会换届选举和补选，调整优化
社区规模，健全“6+X”下属委员
会，推进党务、村（居）务、财务公
开，严格社区工作准入制度。 实
施社会组织提质增效行动。 培育
扶持社区公益类、服务类、互助
类、 治理类和调解类社会组织，
推动本市社会组织发展导向从
数量增长转为质量提升。 实施社
会工作融合治理行动。 健全政府
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体制机制和
项目资金管理、 绩效评估等制
度，促进社会工作与慈善、志愿
服务深度联动。 实施社区治理分
类共建行动。 针对不同社区的治
理重点和服务需求，实施“一村
一策”的精准化治理。 实施基层
治理骨干成长进阶行动。 加强社
区工作者、兼职委员、村（居）民
小组长和楼栋长队伍建设，优化
队伍结构和数量配置。 实施“互
联网+基层治理”行动。 推进基层
治理数据库建设，提高社区智能
化和数字化水平。

（作者为江苏省太仓市民政
局局长）

今年，太仓市继续开展“政社互动”“五社联动”创新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