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有硬件，又有软件
完整社区内涵丰富

重庆市沙坪坝区覃家岗街
道凤天路社区， 坐落着一个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 每隔一段时
间， 这里就会开展葫芦丝、围
棋、陶艺等特色培训项目。 住在
这个社区的老年人不时会来这
个养老服务中心休闲娱乐、学
习知识。

“为了满足‘一老一幼’需
求，我们前几年建起了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和儿童之家。 养老中心
里设有休闲活动室、 理疗室、健
康指导室等功能区。 儿童之家配
备有儿童图书室和游乐设施，为
孩子们提供休闲娱乐场地。 ”凤
天路社区工作人员介绍道。

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
社区既是人们主要的生活场所，
也是政府部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建设老年服务站、
托儿所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就
属于打造“完整社区”的一环。

啥是“完整社区”？ 据了解，
这一说法最早由中国工程院和
中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吴良镛提
出。 他认为，社区不仅包括住房
问题，还包括服务、治安、卫生、
教育、 对内对外交通、 娱乐、文
化、公园等多方面因素，既包括
硬件又包括软件， 内涵非常丰
富，应是一个“完整社区”概念。

“具体来说，一个完整的社区
应该包含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
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幼儿园、老
年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
站；还应有健全的便民商业
服务设施， 如便利店、
菜店、食堂、理发店、邮
件和快件寄递服务设
施等。 ”中国人口与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杜旻说。 此外，完整
社区还要有较为完
备的市政配套基础
设施， 并配有充足
的公共活动空间和
较为完善的社区治
理机制。

从地 域 范围
看，社区之“完整”，
关键在便捷。 完整
社区要与“15分钟生活
圈”相衔接，这意味着
其建设应以居民步行
5 至 15 分钟可达社区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为原则， 满足
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建设
完整社区是城市资源、服务和管
理层级逐步下沉至社区的关键
举措。“打造完整社区有利于推
动城市基本生活单元升级，促进
城市服务精细化。 这不仅是关注
居民综合需求和宜居满意度的
具体表现，也是优化调整城市结
构、完善城市功能，解决不紧凑、
不舒适、不宜居等诸多‘城市病’
问题的重要举措。 ”杜旻说。

补齐短板，居民自治
小系统中解决大问题

完整社区长啥样？ 具体怎么
建？ 一些城市从存量改造下手。

陈女士是福建厦门人，住在
位于厦门老城区的先锋营小区。
回忆起小区旧貌，陈女士连连表
示“很糟心”：“这个小区大概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是典型
的老旧小区。 以前小区环境确实
不行，‘蜘蛛网’ 管线密密麻麻、
乱七八糟。 路面也到处坑坑洼
洼，遍地污水。 ”

这样的局面在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中得到了改善。 前几年，
厦门市启动老旧小区改造。 作为
“大龄”小区，先锋营自然也在改
造名单中。 让陈女士感到惊喜的

是，小区居民参与到了自家社区
的改造中来。 通过选举居民代
表， 小区形成了居民自治小组，
改造啥、怎么改，由居民自己说
了算。 如今，改造后的小区不仅
样貌整洁， 地下管网也全部更
新。 在这个“无物业”小区，居民
成了自我管理的主人。

在厦门，打造完整社区有一
套完整标准：“六有”“五达标”
“三完善”“一公约”。 所谓“六
有”， 即确保社区有一个能提供
基本社区服务等功能的综合服
务站、一个幼儿园、一个公交站
点、一片公共活动区、一套完善
的市政设施和一套便捷的慢行
系统；“五达标”， 指的是外观整
治达标、公园绿地达标、道路建
设达标、市政管理达标和环境卫
生达标；“三完善”， 即组织队伍
完善、社区服务完善、共建机制
完善；“一公约”， 则是要形成社
区居民公约。 由社区居民共同商
议、达成共识，自己拟定社区公
约，形成居民愿意参与、相互监
督的社区自治氛围。

“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过
程中加强居民共商共建， 不仅
能更好满足居民基础保障性生
活需求， 也让社区居民在社群
连接中产生了合作、信任、沟通

的共识， 从政府服务的被动消
费者转为积极活动者。 这有力
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 强化了
社区韧性。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
研究院城市更新设计研究所所
长刘巍说。

还有些城市着手补短板。 按
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北京近
些年着力加强“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 截至 2021 年底，全市
共有蔬菜零售、便利店（社区超
市）、早餐、家政、美容美发、末端
配送（快递柜）、洗染和便民维修
等 8 类网点超过 9 万个，实现全
市社区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
全覆盖；重庆在新建项目、城市
更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推动
完整社区建设，目前全市已完成
80 多个市级示范完整社区建设，
超 400 个社区达到完整社区建
设标准……

刘巍认为，城市更新背景下
的老旧小区改造不单是基础设
施补短板， 也包含绿色社区、海
绵社区的创建， 以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方式，推进社区人居环
境建设和整治。 这也是打造完整
社区的要义之一。“要通过加强
绿色建筑、社区绿化、垃圾分类、
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尽可能在
小系统内部做好平衡，有效减少
社区小系统对城市大系统的资
源和能源索取，形成安全、可持
续的韧性城市。 ”刘巍说。

改造“面子”，聚焦“里子”
“一老一幼”是重头

建设完整社区， 不仅要在
“看得见”的地方进行更新改造，
还要对“看不见”的“里子”下功
夫。 根据住建部等部门要求，打

造完整社区，要结合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
改造等工作，加强供水、排水、供
电、道路、无障碍和环境卫生等
基础设施改造建设。

在刘巍看来，由于地产开发
商主要负责建设，不负责建成后
的管理，所以部分社区的市政设
施存在一定风险。 加强社区内部
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能进一
步完善市政设施的全流程监管，
降低市政设施运行风险。

对于建设完整社区，有些人
还存在这样的疑虑：如今我们身
边的社区食堂、老年食堂越来越
多， 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完整社
区？ 近些年国家大力推动的“15
分钟生活圈”， 和完整社区有啥
区别？

业内人士分析，打造完整社
区并不只是建个食堂那么简单。
在“15 分钟生活圈”理念的推动
下，不少社区的硬件短板有所改
善，而完整社区是前者的进一步
深化，强调做好全方位的社区生
活建设。

“在社区内部开展‘一老一
幼’设施建设，就是从保障社区
老年人、 儿童的基本生活出发，
配套养老、托育等基本生活服务
设施。 ”杜旻认为，这既是落实老
有所养、幼有所育、弱有所扶的
必然要求， 也是国家应对老龄
化、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帮助居
民平衡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促
进社会性别平等、提升居民生育
意愿的重要举措。

当前，不少社区已经形成老
年食堂、托育机构等组织，关键
在于如何细化完善。“老年食堂、
老年助餐点建设是社区养老体
系中的重要内容。 其中，价格是
否合理、营养是否丰富是老年用
餐群体最为关注的问题。 ”杜旻
说，在现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
框架下，地方和有关部门可以将

养老相关工作中属于政府职
责范围且适合采取市场化方
式提供的服务事项纳入政府
购买服务领域。同时，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提供， 提高服务

质量和效率。
在社区托育建

设方面， 专家认为，
未来可以继续在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中
推进托育服务设施

改造建设。在此基
础上，加强综合管
理、 保育照护、卫
生保健等有关人
员配置，并进一步
细化托育机构设
施设备的管理操

作、环境卫生等标准，确
保社区家庭愿意托、放

心托， 形成儿童友好的完
整社区。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下楼就能买菜、收发快递，还可以在家附近的食堂吃顿饭———这几年，不少人发现自己
居住的社区变得更“强大”了。 步行范围内，各类便民服务越来越多，大大提升了生活

的幸福感。
最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

通知》，对社区建设提出要求：“聚焦群众关切的‘一老一幼’设施建设”“打造一批安全健康、设
施完善、整理有序的完整社区样板，尽快补齐社区服务设施短板”。

“完整社区”怎么建？ 建成完整社区，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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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老一幼”设施建设
让咱们的社区更加“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