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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 本报法人微博发布
话题“如何提升小区居民自治水平”，
引发网友关注———

聚光镜··““察民情办实事””系列报道⑤

创新基层治理须激发自治活力
■ 汪国梁

自治是基层社会运行的重要方式

和依托，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源
头。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就基层而言，
必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

自治机制，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使基层
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基层群众自治必须围绕与群众切身

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开展， 才能提

升参与度与积极性，激发自治活力。在一
些城乡社区， 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
不高，作为自治主体的意识不强，这往往
源于其切身利益与自治机制结合得不够

紧密。 只有群众真切感受到需要通过基
层自治来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和自身利

益，才会积极参与其中。村集体经济收益
的分配、村办公益事业的兴建和管养、小
区公共收益的管理和使用、 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的建设等， 都应成为基层自治的
重要内容， 使群众在其高度关心的公共

事务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基层群众自治的载体和形式应当因

时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方便群众
参与，有利于治理效能提升。 近年来，一
些地方的村、社区探索村民理事会、居民
议事会等形式， 通过民主议事、 民主决
策，推动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其中的重
要经验，就是结合实际创新自治载体。如
村民理事会适应了农村合村并组后行政

村范围较大的实际， 在利益联结更紧密
的自然村内部围绕具体事务进行民主管

理； 居民议事会也往往以小区为单位开
展协商议事，参与者利益相关度较高，能
够更好地聚焦议题、议出成效。

开展好基层群众自治，必须坚持党
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
能和组织优势。 一方面，党组织的“神经
末梢”深入村民组、小区楼栋，通过党员
示范引领和动员，能够最有效地组织发
动群众，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中来。 另
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利益
诉求趋于多元化，需要党组织发挥核心
作用，把握正确方向，协调不同利益诉
求、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做到议而能决、
决而能行， 画好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
圆。 确保党对基层群众自治的领导落实
到位，必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不断
完善、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 刚柔 v：小区业主委员会是业主民选组织，群众基础好，解决
小区的问题，应是得心应手。如果业委会参予基层治理，业主的问题
就可以不出小区，这是基层自治的一条有效途径。

@ 四川唐加加： 居民自治关键在于围绕身边小事， 聚焦微问
题，开展微治理。这需要建立良好的问题反馈机制，并优先围绕存在
的共性问题，重点补齐短板，更需要动员广大居民朋友更加主动积
极参与社区事务、问题调处等。 只有把问题解决了、让居民参与了，
居民自治水平自然能够快速提升。

@ 庐州微晓生： 提升居民自治水平， 可以多培育一些社会组
织，打造居民自治的平台，提升居民的参与度。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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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居民的共同家园。实现社区善治，离不开居民的共同参与。为更
好发挥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合肥市一些社区进行了有益探索，
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社区治理 如何以自治促善治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记者：当前，基层群众自治还有哪些需要强化的地方？
束红英：在推动群众自治的实践过程中 ，我认为以下几个方

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是党组织的引领功能要继续强化。 “火车
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推进群众自治，尤需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
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激活群众自治活力。 二是基层治理队伍
的总体能力还不强，目前的情况是队伍建立起来了 ，但存在意识
理念落后、方式方法单一的问题，难以应对多元化的群众诉求。 三
是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要性和方法认知不足。 街道、社区通
常把活动或项目作为推进群众自治的重要载体，没有把社区社会
组织培育作为最终的成效指向，因此就陷入了“要发展群众自治
就必须依赖财政搞活动搞项目”的尴尬困境，无法实现“社区社会
组织作为活动或项目的持续生产主体”的自治格局。 四是对共识
理念培育不足。 共识理念的培育是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工
作，但现实中很多基层单位由于调查研究不足，理念方法常常和
群众的认知错位，导致很多工作总是一厢情愿，群众并不买账，难
以实现共治格局。

李鹏飞：首先，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比如在农村许多村民外出
打工，主要收入来源不再是务农，而是来自村外，因此对村庄公共事
务治理缺乏参与积极性。 此外，有些村民原本属于参与治理的积极
分子，但是由于发表意见不被采纳甚至没有任何回应，使其感到参
与治理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进而不再愿意参与治理。其次，群众
参与形式较少，尤其是农村，村民参与治理的形式还是通过村民大
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小组会议和户代表会议等，并且这些会议通
常由“村干部”发起，村民自发组织的治理活动还是比较少。最后，群
众参与规范化不足。 虽然大多数村开展村民自治已有三十余年，村
民的民主意识、参与观念都有较大提升，但是参与行为的规范性亟
需加强，比如，民主决策中无序议事导致时常出现议而不决的情况，
自治效果难令人满意。

记者：接下来应如何更好实现群众自治？
束红英：一是要强化党建引领。 街道和居民区应重视社区党

建工作，务必努力实现党的力量全覆盖，把每一个党的组织和群
众组织、把每一个党员和先进群众，都转变成为引导教育群众的
主体力量，只有这样，广泛的持续的群众参与才得以可能。 二是强
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街道应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做出总体规
划，引导和鼓励居民区同步发展支持型社区社会组织和专项性社
区社会组织，社区“两委”和社区社会组织要注重项目成果，坚持
“活动项目化、项目组织化、组织公益化”的发展理念。 同时要做好
专业培训，完善基层治理队伍建设，提升群众自治能力。 三是强化
民主协商制度建设。 民主协商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保
障，街道应对民主协商制度建设有基本的规划和设计 ，并对重要
的民主协商平台如街道共治理事会、街区共商会、社区联席会议、
专委会、楼组自治小组等建设给与专业有效指导，比如，打造协商
类示范项目，建设标准化议事厅，编制民主协商主题居民读本，普
及相关常识，促进民主协商发展。

李鹏飞：首先，在实现形式上，建议探索基于利益相关的群众自
治形式，比如充分把握或挖掘群众的利益联结点，开展利益相关者
治理。 蚌埠市蚌山区探索的“7+X”社区协商模式、天长市探索的“1+
N+X”协商共治模式，都强调“X”这一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取得了较
好的治理效果。其次，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回应机制，使群众参与治
理的事项，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对于在参与治理中有突出贡献
的群众给予表彰，使群众感到其参与治理真的能够为地方发展做出
贡献，激发其积极性。 第三，加强群众参与的实用化和规范化建设。
基层治理是一门实践的技术，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注意实用性和规范
性的统一，要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强化治理主体理性参与的意识，在
制度规范下寻求公共利益的最佳实现途径。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
离不开全民参与 。 如何提升基层群众自
治水平 ？ 记者对话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
相关专家———

扩大群众参与
提升自治水平

对话人：合肥市庐阳区委副书记 束红英

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 李鹏飞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本报记者 范孝东

党员作表率 拆违就是快

● “小区住户都是以前的村
民， 农村里的习惯还没完全转
变，得好好商量着来。 ”

———蜀山区五里墩街道龙

居社区锦龙居小区居民胡宏玉

● “小区里的大小事务 ，只
要有党员带头参与 ， 推进就
更顺利。 ”

———龙居社区一工作人员

拆除违建 ， 不是一件容易事 。 不
过 ， 在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街道龙居
社区的锦龙居小区 ，56 户违建不到两
个星期就拆除了。 其中，很多竟是居民
自己拆的。

5 月 19 日下午， 记者来到锦龙居
小区，发现部分一楼住户的院子里 ，还
有没清理完的建筑材料 。 “小区一楼
150 户住户 ，56 户有违建 。 ”锦龙居小
区党支部书记李军介绍 ，小区 2003 年
建成，住户基本都是回迁村民。 一楼的
房子带院子 ， 很多住户就在院子里搭
凉棚、建阳光房。 有的住户甚至在院子
外搞起了扩建 ，侵占了绿化带 、道路等
公共用地。 “社区以前也经常上门做工
作，但协商一直存在难题。 ”

去年 11 月， 蜀山区大力开展违法
建设治理专项行动，按照“发现一处，拆
除一处”的原则，向违法建设“亮剑”。 这
一次，在锦龙居小区党支部 40 名党员的
动员下，小区拆违进行得颇为顺利。

“小区住户都是以前的村民 ，农村
里的习惯还没完全转变，得好好商量着
来。 ”党员胡宏玉是小区里的老住户，他
告诉记者，过去社区人员上门动员拆除
违建，许多住户理都不理。这次，老胡和
几名老党员带头去协调，首先便是从住
在一楼的几家亲戚入手。一个侄子不愿
意拆，说老胡管闲事。 “拆除违建，统一
改造一楼的护栏，对居民来说这是大好
事，要是不支持，别人会说你太自私。 ”
老胡摆事实讲道理，最终做通了侄子的
思想工作。 很快，其他几家亲戚也主动
拆除了违建。

16 栋一户居民，在院子里建了一个
阳光房，种植了各种盆栽绿植，俨然一个
“私家园林”。 拆掉这么一座漂亮的阳光
花园，房主肯定会心疼，不拆又会影响整
体工作。 胡宏玉硬着头皮去做工作：“咱
们都住在一个小区，不能只顾一家漂亮，
破坏了整个小区的环境。”胡宏玉一番交
心，换来了房主的理解。 第二天，房主就
找人拆除了自家的阳光房。

“56 户违建，本来以为没有个把月
根本拆不完， 结果 13 天就全部拆除了。
小区里的大小事务， 只要有党员带头参
与，推进就更顺利。 ”龙居社区一工作人
员如是说。

业委会牵头 换电梯不愁

● “要不是业委会一直在牵
头推进， 几部破电梯不知道啥
时候能换掉。 ”

———蜀山区凤凰城小区住

户韩海云

● “我们是居民选出来的，就
得为居民的事情服务到底。 ”

———五里墩街道凤凰城小

区业委会执行秘书彭君

5 月 22 日上午， 看到最后一批电
梯通过验收正式投用 ， 五里墩街道凤
凰城小区业委会执行秘书彭君心里充
满了成就感 ：“我们一次就为小区换了
8 部新电梯。 ”

凤凰城三期君天下于 2007 建成 ，
66 栋、68 栋是小区的高层住宅， 共 8 部
电梯。由于使用过于频繁，电梯问题越来
越多，最近两年更是经常发生困人事件。
更换电梯，成为居民的共同心愿。

换电梯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挺难 。
首先 ， 要由安徽特种设备检测院对旧
电梯进行检测 ， 达到一定标准才能更
换 ；其次 ，作为大型公共设备的维修 ，
需要申请公共维修资金 ， 这必须要所
有住户签字同意才行。 “要不是业委会
一直在牵头推进 ， 几部破电梯不知道
啥时候能换掉。 ”68 栋住户韩海云告诉
记者 ， 这么多程序都是业委会一点一
点跑下来的。

维修资金成了更换电梯的最大障
碍 。 业委会在做小区业主维修资金账
户清册时发现 ， 部分业主的公共维修
资金一直处于未缴清状态 。 根据相关
要求 ， 只有所有业主公共维修资金全
部交齐才能办理具体业务。 彭君介绍，
两栋楼存在大量的空置房 ， 业主踪迹
难寻，更麻烦的是 ，还有少数几家多年
以来未办理房产证。

“我们是居民选出来的，就得为居民
的事情服务到底。 ”彭君告诉记者，虽然
有困难，但业委会成员们依然没有退缩。
他们和一些热心居民不停地上门入户做
业主工作，一遍遍地给业主打电话，动员
大家补缴维修资金。一番努力下，很多业
主补缴了维修资金， 但仍有业主不愿意
补缴。

为了不让事情陷入死局 ， 彻底解
决居民的电梯难题 ， 业委会又积极与
物业公司协商 ，并召集物业公司 、业主
进行了十几次议事会 ， 最终得到了物

业公司的支持 ， 剩余的维修资金由物
业公司先行垫付。 “业委会为居民做了
大量的工作 ， 我们也不想让大家的努
力白费。 ”安徽万港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王鑫表示。

最终，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两栋楼
的业主终于全部用上了新电梯。

协商好议事 自治聚合力

● “现在大家把小区当成自
己的家， 都愿意为治理小区出
一份力。 ”

———庐阳区逍遥津街道县

桥社区安庆路 99 号小区居民
王会敏

近年来， 一些地方基层自治水平不
断提高， 居民协商自治成了解决群众身
边事的一把钥匙。 合肥市庐阳区逍遥津
街道县桥社区安庆路 99 号小区，便是一
个“自治小区”，大小事务都由小区的居
民协商议事会来决定。

然而 ，就在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个
无人管理的小区 。 原来 ，安庆路 99 号
小区此前是城改公司的宿舍楼 ， 后由
于单位搬迁 ，一直没有物业管理 ，住户
多是老人和陪读家庭 。 居民王会敏
2015 年搬到小区， 她对当时小区的面
貌记忆深刻 ： 路面坑坑洼洼 ， 没有路

灯，晚上黑漆漆一片 ，更令人难以忍受
的是 ， 小区楼下的一排车库里被人堆
满了破烂。

“没有物业，咱们就自己管自己。 ”
2018 年，在逍遥津街道党工委和县桥社
居委的指导下， 小区成立了居民协商议
事会， 王会敏和其他 6 位热心居民被选
举为议事会领头人。

有了领头人，小区“蝶变”悄然开始。
小区里停车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家：

原有的公共停车库被占用了 20 多年，成
了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影响环境卫生，还
发生过火灾，安全隐患极大。在县桥社居
委的牵头协调下， 议事会成员与占用人
员进行了反复沟通协调， 终于顺利收回
了一、二、三号车库。 ”

然而在收回四 、五号车库时 ，对方
要求走法律途径解决。 大家没有放弃，
翻阅了 20 多年前的档案 ，找到了证明
车库归属权的文件 。 最终在县桥社居
委的积极调解下 ， 为小区居民们拿回
了这两个车库。

2020 年初， 安庆路 99 号小区被纳
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居民们都非常珍
惜这次改造的机会，前期参与修改方案，
施工中献计献策。改造的 3 个多月期间，
小区微信群里经常展开热烈的讨论，每
个细节都一一跟施工方讨论， 拿出最佳
的解决方案。

如今， 改造后的 99 号小区焕然一
新，居民生活更舒心。 “现在大家把小区
当成自己的家， 都愿意为治理小区出一
份力。 ”王会敏说。

加装电梯带来的便利 朱慧卿/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