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投入与效果往
往不成比例。不少基层干部感到工作
压力大、投入多，可仍然存在着人难管、
事难做、矛盾冲突不断等问题。

“过去，我们的工作是剃头挑子一
头热，党委、政府热热闹闹地干，群众袖
手旁观，党员干部加班加点累出了病，
可还是忙乎不到百姓心坎上。”大连市
中山区昆明街道武昌社区书记郑炜深
有感触。

昆明街道政法书记侯成林告诉记
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委、政府可以

“搭台”，但“戏”归根结底还是要群众自
己唱。

“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
主体作用，积极引导和充分调动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一定要选好人、
选对人。”徐凯介绍说，“我们选择具有

较强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热心
社会服务的企业家、商户、市民或辖区
内‘两代表一委员’，组成‘街长执行委
员会’，选举产生‘街长’。”

走进大连市中山区老虎滩街道中
兴社区亿泰庄园小区，有居民告诉记
者，一年多来，小区与过去完全不一样
了。社区书记李伟介绍说，小区前后换
过 4 家物业公司，都没有管理好，小区
不仅环境差，治安状况也不理想，连居
民家的保险柜都能被小偷顺利地从家
中搬出小区。在现在的物业公司接手
之前，小区几位帮子女照看孩子的老人
自发成立了义工组织“姥爷队”，先是从
小区环境入手，把坏掉的公共设施修
好，小区绿化也搞了起来。“姥爷队”的
付出得到居民的认可，在上一届业委会
换届之际，“姥爷队”成员顺理成章被推

举为新一届业委会成员。
小区业委会主任、68岁的马战胜介

绍说，新一届业委会成立后，改变了物
业传统的运营模式，小区停车费、广告
费、出租费必须归业委会统一管理和支
配，为居民共同使用。在扣除各种经营
成本后，保证物业公司每年至少有 9.6
万元的利润。业委会也会从停车费里
拿出一部分费用，用于补贴小区保安的
工资，减轻物业公司的压力。

如今，在“姥爷队”的带领下，小区
志愿服务队不断发展壮大，已发展到40
多人，居民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意
识逐渐增强。

“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监督，让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宋伯陶说。

“能人”带头
让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热心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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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
直接关系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以人民群众最现实、

最切身的利益和诉求为重，打
造社会治理新格局，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方
面、多个角度发力，最终形成
合力。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
靠人民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
其创新发展的基本点。

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在发动群众力量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如
何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社会
治理各项工作全过程？

如何提高居民参与社会
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
性，培育居民由“要我参与”转
向“我要参与”，社区由“政府
的脚”转向“居民的头”，从而
有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请看本报调查——

提要

引子

4月 30日 7时，和往常一样，家
住盘锦市兴隆台区振兴街道研究
院社区的牛力开始了每天两次的
巡街工作。走在自己分管的 350
米长的石油大街，他一边督促居民
保持环境卫生，一边叮嘱商家不要
占道经营。

身为一名退休老党员，从去年
4 月份开始，热心关注社区发展的
牛力又多了一个身份——街长。

“每天我们就利用买菜或者遛
弯儿的时间，在分管的街路上走走
看看，从市容市貌到基础设施，哪儿
有问题都管。”聊起这份新工作，牛
力深感光荣：“你看，在我们的共同
努力下，多年破损的路面修复了，混
乱停放的车辆有序了，垃圾死角没
有了。社区建设得越来越好，居民
们都很满意，我们也更有干劲儿。”

“我们将辖区内的4条主街路、
12条次街路划分为41个责任路段，
共推选出 31 名商户街长和 44 名党
员街长，把指标落到人头儿，责任落
到地头儿。街长的日常巡街，对网
格员形成了有力补充，原来网格员
兼顾不到的地方，街长可以补充上
去，堵上漏洞，更强化了基层社会治
理的‘末梢神经’。”振兴街道办事处
主任徐凯介绍说。

振兴街道街长制的推行，正是
盘锦市调动群众有效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进行的有效探索。

“当今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复杂
多样，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巨大压
力和挑战，如果单靠政府行政力量
进行干预解决，显然成本巨大，收效
甚微。”在盘锦市委政法委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书记刘建忠看来，如何解
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群众自己最清楚。所
以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必须在
党委领导为主的前提下，逐渐改变
传统的“政府点单、居民接受”的社
区服务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居民自
治组织等人民团体在社会治理中的
重要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
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辽报制图 董昌秋

依靠群众办事，首先是遇事
要同群众商量，做好思想沟通、
统一认识的工作。

在鞍山海城市中小镇中小
村党委书记姜勇波看来，只有尊
重人民主体地位，引导群众增强
自主意识，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才能更好地促进民事民议、民事
民管、民事民办，形成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据姜勇波介绍，长期以来，
村级组织的自治功能发育不够，
不能很好地发挥服务群众、化解
纠纷的作用。同时，基层群众尤
其是困难群众的组织化参与渠
道不畅，利益诉求平台不足，没
有形成“合作治理”架构。

为破解这一难题，中小村探
索实施了特色的“三制五法”，如
今，在中小村，只要涉及发展和
群众利益的事项，比如村“两委”
提出的 10 件惠民实事、村里超
过 3000 元的支出项目等，一律
坚持“四议一审两公开”；村里每
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审核会签；
村集体每一笔收支情况同步晒
到网上，村民可以随时查账、随
时监督……

在采访中，村民纷纷表示，
现在村里的一切事务，干部干得
清白，老百姓看得明白，遇事都
和大伙儿商量着来，大大激发了
大家参与村里建设的热情。

面对群众越来越个性化、碎

片化的需求，大连市中山区葵英
街道林海社区积极将治理单元
通过网格和网络两个渠道进一
步“微化”。把原有居委会、业主
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三位
一体”社区治理模式下的“微单
元”，通过网络和网格两个渠道，
进一步细化治理单元，将楼院协
商议事会和共治理事会的功能
向下延伸——在楼院人群相对
集中的场所建立“线下微吧”；利
用楼院居民网上互动圈建立“线
上微吧”，让网格员与线上、线下
微吧对接互动。

“这使居民参与协商自治更
便捷、需求表达更充分、信息沟
通更透明、协商决策更民主、自
律文化更趋同、自治共治更主
动。”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于丽
琴介绍说。

于丽琴认为，林海社区探
索的“一格多吧”居民协商自治
模式，让居民由楼院管理的“旁
观者”，变成自发主动的“参与
者”；让治安防控由网格员的

“单人舞”，变成“群防共治”的
“集体舞”。

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区治理新格局，必须在提升自
治能力、自治解纷能力上下功
夫，促进社会自治优化，实现政
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良性互动。

尊重群众意愿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民办

群众唱主角，让基层治理看得见管得着
本报记者 刘 乐 文并摄

关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下）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
和向往，这也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急需打造一支过硬的基层干
部队伍。

“基层责任无限大、权力空心化、人
才留不住、开展活动没资金，各类矛盾
隐患经常激化上移……”说起以往基层
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境况，大连市中山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宋伯陶直言：难！

对此，刘建忠也深有感触，“基层工
作任务艰巨，却留不住人。以往，一提
到社区工作人员，人们第一反应想到的
都是老大爷、老大妈，很少有年轻人愿
意留在社区。”

如何让基层有人干事、有权干事、
有钱干事？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基层社
会治理中面临的“筹资困境”“人力资源

困境”“信任困境”等诸多困境，我省多
地进行了积极探索。

盘锦市在充分调研论证和先行试
点的基础上，作出了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的决策部署，制定出台
了“1+8”改革文件，从改革基层体制、
深化网格管理、推动警力下沉、强化
工作保障等 4 个方面，构建了全域网
格化、管理智能化、服务人性化的基
层治理体系。

盘锦市委政法委副处级干部赵振
昌进一步介绍说，在改革中，全市积极
探索推行网格员专业化、职业化、正规
化建设，建立了一支稳定的基层社会治
理专业队伍，确保了基层“事事有人干、
人人有事干”。

为破解基层开展活动经费不足的
问题，大连市中山区根据社区居民的平
安建设需求，由居民通过协商自治的办
法，利用“民情互连网”，把居民的“平安

建设微心愿”进行整合，提炼出“项目需
求”清单，由社区、街道、区委政法委三
级审批评估后，启动项目资金。

据了解，去年，大连市中山区投入
项目资金 100 万元，经过精心遴选，集
中打造了 25个居民自治项目。这些项
目打造完成后，交由项目所在社区、楼
院居民负责管理、使用，并订立居民自
治公约，由居民自己来维护项目的生命
力，实现社区治理长治久安。

“基层社会治理要走向深入，必须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政府、
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等各自职能归位，
理顺相互间的内在关系。党委、政府牵
头并指引方向，给予一定的扶持和保
障，通过政府引导、基层党组织发力，搭
建覆盖更多、形式丰富的活动载体，让
群众想参与、敢参与、能参与，让群众看
得见、摸得着，有更多的获得感，这样基
层治理才能向纵深发展。”刘建忠说。

职能归位
让基层有人干事、有权干事、有钱干事

大连市林海社区居民在“线下微吧”留言。

盘锦市幸福社区的商户街长与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一起巡街。

大连市中山区葵英街道林海社区“楼院微吧”协商自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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