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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共商议 幸福生活同缔造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宜昌实践

党建引领
把握民主协商的正确方向

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是
基层协商民主的最根本保证，我
们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中坚持
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在城乡社区协商中的领导
核心作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
作用。 一是完善党的组织体系。
纵向健全村（社区）党组织—村
民小组（小区）党支部—自然湾
组（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
四级架构，包片联户，全覆盖联
系服务群众，横向构建以村（社
区）党组织居中引领，物业企业、
社会组织、志愿组织等聚合环绕
的组织矩阵，广泛收集群众意见
建议，组织动员群众参与民主协
商。 二是全过程贯穿。 在议题收
集审定、 协商议事召集主持、协
商成果审核公开、协商成果落实
评议四大环节， 始终坚持由村
（社区）党组织、村民小组（小区）
党支部主导推进，把党的领导贯
穿于基层协商民主的全过程。 三
是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培
育发展红色业委会、红色物业和
红色社会组织，引导退休和在职
党员干部在小区业委会、社会组
织任职，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场
景建设群众点单”、“小区怎么管
大家商量办” 等议事协商活动。
西陵区船柴社区原是 403 厂企
业型社区，2021 年完成社会职能
分离移交西陵区管理。 在社区党
委的领导下，社区建立了居民协
商议事会。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建设时，通过收集建议和居民议
事协商，社区确定了以“修旧如
旧”为理念，以“红色传承、情怀
船柴”为特色定位，保留时代记
忆，打造了党员政治生活馆。 通
过“实物展览+场景再现”等方式
重温“三线建设”时期船柴人红
心向党的决心。

协商于民
调动群众广泛有序参与

协商于民， 是调动广大群众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积
极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
效途径。 我们在基层民主协商中
坚持问需于民、民事民提，问计于
民、民事民议，最广泛组织动员基
层群众参与基层民主协商。 一是
议题全收集。 创新“五社联动”机
制，加强线上线下议题收集，社区
工作者（村干部）、社会工作者、志
愿者、社会组织、党员干部通过电
话、居（村）民微信群、“宜格服务”
平台、12345 热线和入户走访、问
卷调查、居（村）民座谈会、意见
箱、居（村）民骨干收集反馈等形
式广泛收集议题。 二是建立“大

事、小事、微事”议题分流制度，实
行分类协商。“大事” 即跨社区
（村）事务或涉及街道（乡镇）管理
事项和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由街
道（乡镇）办理；“小事”为跨小区
（小组）事务、社区（村）公共事务，
由居（村）民议事协商委员会组织
议事协商；“微事”即小区（小组）
内公共事务，由社区（村）“两委”
成员组织议事协商。 议题分流由
社区（村）“两委”召开联席会议讨
论议题分类，形成“三事”处置分
送清单， 由相应的牵头协商的组
织定期组织开展协商议事。 紧急
事项要立即组织协商， 确保群众
诉求及时解决。 三是全覆盖建立
双层协商平台。 全市 1639 个村
（社区）都建立了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或副书记任主任的村（社区）
议事协商委员会， 协商主体一般
为“4+N”，“4”指社区（村）“两委”
成员、居（村）民代表、常住外来人
口代表、社会组织代表，“N”为相
关利益方。全面推进小区（村民小
组）、 自然湾组议事协商会建设。
协商主体城市一般为“5+N”，“5”

指社区“两委”成员、小区党支部
成员、业主委员会成员、物业服务
企业和社会组织负责人，“N”为
相关利益方；农村一般为“4+N”，
“4”指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
（党小组）长、村民代表和社会组
织负责人。四是做到“三个结合”。
会议协商与一线协商相结合、线
下协商与线上协商相结合、 定期
协商与即时协商相结合。 宜都市
锦江社区开展的“围楼夜话”、伍
家岗区张家坡社区开展的“小板
凳、大民生”，以方便群众为出发
点， 在晚上或周末等群众较为空
闲的时间段， 党员干部与群众围
坐在一起，听取民心民声、收集民
情民意，让群众当“主角”，把话语
权交给普通群众， 妥善解决了社
区面临的“晾晒难、停车难、就医
难”等问题。 依托城市大脑、社区
“微脑”，在“宜格服务”、居民微信
群中建立居（村）民线上议事厅，
构建“指尖上的协商”新模式。 建
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
会、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
业服务企业和小区志愿者“五方
共建”协商议事机制，实现“周周
碰、月月议”，对紧急事项立即组
织协商，确保群众诉求及时解决。

协商为民
健全成果采纳落实机制

协商成果的采纳、落实是城
乡社区民主协商的重要环节。 我

们积极推进民事民决、 民事民
办、民事民评，让群众做主，自已
的事情自己办，共同缔造和谐社
区、幸福家园。 一是民事民决，找
到群众最大公约数。 审议协商成
果经社区（村）党组织审核后，涉
及小区（院落、楼宇、村落）所有
居（村）民的，由相关居（村）民网
上投票表决。 涉及全体居（村）民
切身利益及法律法规政策有明
确要求的，提交居（村）民会议或
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 西陵区
嘉明花园小区业委会通过微信
议事群，探索了“金字塔议事模
式”，由第一层发起人提出问题，
第二层业委会核心组织协商，第
三层居民骨干提出解决办法，第
四层面向全体居民投票表决。 小
区先后就环境“谁来管”、 资金

“怎么用”、改造“谁监督”等 10
多个议题进行了 80 余次民主议
事协商决策，共拆除菜园、违建
房、 圈地建园 21 处 1800 多平方
米，将一个环境脏乱差的小区建
设成一个秩序井然、美丽和谐的
大花园。 二是民事民办，携手共
建幸福家园。 协商成果达成后，
村（社区）党组织、村民小组（小
区）党支部牵头组织落实。 对村
（社区）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
建设和环境美化、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等公共事务，引导鼓励群众
投工投劳动、 出资出物参与共
建。 协商事项落实情况通过居
（村）务公开栏、社区（村）网络平

台等及时公开，接受居（村）务监
督委员会监督、群众监督、媒体
监督和社会监督。 远安县三吉花
园小区突出社区“搭台”、 居民
“唱戏”，让居民成为小区治理的
“主角”， 增强共谋共建原动力。
今年以来， 先后召开 20 余场民
情恳谈会，居民集体讨论通过 13
个小区“推墙联心”工程，筹集 30
多万元资金及空调、饮水机、书籍
等物资，将合物业、修庭院、搞绿
化、建充电桩、搭停车棚、建小区

“党群连心站”等居民“微心愿”变
为现实。三是民事民评，建立自下
而上评价机制。 按“服务谁、谁评
价”的原则，由居（村）务监督委员
会组织对协商成果落实开展评
价， 邀请参与议事协商代表及居
（村）民群众进行满意度调查。 对
市、县（市、区）两级职能部门落实
的事项，街道（乡镇）组织居（村）
民开展评议， 评议结果纳入全市

“吹哨报到”考评体系中。

强化保障
健全民主协商支持体系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把城
乡社区民主协商作为推进筑堡工
程，建立“一线五化”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加强组织领
导，加大政策、资金、人才支持力
度。一是健全政策支持体系。市委
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筑堡工
程加快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做实社
区的实施意见》，市民政局出台了
《关于加强社区（村）协商的办法
（试行）》，在全市全面推行“五民
工作法”。 二是加大资金投入。 全
市按每个社区 20 万元、 村 10 万
元标准建立惠民资金， 财政每年
投入 3000 多万元支持城乡社区
开展民主协商， 同时建立社区公
益基金，出台老旧小区改造、农村
小型项目建设等项目的“以奖代
补” 机制， 引导广大群众协商自
办、成果共享。三是加大人才支持
力度。 提高社区（村）工作者组织
开展协商的能力和水平。 推进全
员持证上岗，鼓励社区（村）工作
者全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考试，每年开展考前辅导培训，全
市城市社区工作者持证率 2025
年力争达到 100%。 实施社工人才
引进“千人计划”， 三年内引进
1000 名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
的高层次人才。 强化系统化精细
化培训指导，开办“宜昌市新时代
社区大讲堂”，对社区（村）工作者
开展全员常态化培训， 鼓励和支
持社区工作者参加在职学历教育
培训， 定期选送优秀社区书记赴
发达地区参观、调研、实践交流，
提高社区（村）工作者整体素质和
工作水平。

（作者为宜昌市民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有事好商

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
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
的真谛。 ”宜昌在社区治理
工作中坚持党建引领，贯彻
共同缔造理念，按照“一线
五化”的要求，创新推进“民
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
决、 民事民办、 民事民评”
“五民”工作法，组织引导城
乡居民广泛参与城乡社区
民主协商，决策共谋、发展
共建、成果共享，共同缔造
美好生活，得到了省、市领
导的充分肯定和广大群众
的交口称赞。

秭归县郭家坝镇邓家坡村张家山村村民自发修葺果园公路

宜都市锦江社区举行“围楼夜话”

■ 杨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