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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协商激发居民自治新活力

【难题】
管理缺沟通居民参与感较少

在调查中， 记者听到不少居
民表示， 在社区管理上还存在不
少空白， 造成一些顽疾得不到解
决 。 比如 ， 老旧小区的私搭乱
建、 随意堆放杂物、 安全隐患、
物管不善， 新建商品房小区的邻
里交往不多、 社区参与不足等。
但面对这些问题时， 相关部门的
解决方式却很简单。 有些自己默
默处理， 有些置之不理， 有些束
手无策。

“到处堆杂物 、 垃圾随处
扔， 这样的社区环境让居委会头
疼， 更让我们居民头疼。” 家住
丰台的王莹莹面对社区脏乱差的
环境， 很无奈。 “就说我们小区
这个乱放垃圾的问题。 每次装修
都会出现一大堆 ， 装修户不自
觉 ， 放着不清理 。 和居委会反
映， 他们也会说清理， 甚至找人
替装修户清理。 但问题是解决完
还会出现， 我觉得还是处理方法
不当。” 王莹莹表示， 政府部门
在管理的同时， 还是需要适当听
取居民的意见。

“闭门造车的管理方法肯定
行不通， 社区管理肯定不是居委
会一方面的事 ， 社区环境的治
理、 维护、 改造、 提升， 离不开
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帮助。 但是现
在社区管理上还是缺乏沟通， 居
民参与感太少。” 居民李嘉说。

“比如 ， 这个停车难的问
题， 社区管理方会做不少事， 但
这些他们想出来的方法， 居民会
不会满意， 能起多大作用。 如果
只是自己琢磨， 再有想法也未必

有效果。 还不如事先听听居民的
建议， 请居民出点子， 没准就会
产生不错的方法。” 王莹莹说。

据了解， 不少居民都盼望在
家门口参与社区的建设和维护，
但是却苦于找不到平台， 空有智
慧却没有用武之地。 而在实际工
作中， 居民的不少想法为 “社区
病 ” 开出不少药方 。 据统计 ，
2015年至2016年底， 朝阳区共收
集到来自全区31个街乡300个社
区的居民 “金点子 ” 10791个 ，
形成2555件 “居民提案”， 确定
支持提案651个， 解决小区服务
管理难题1400多个。 “可见， 居
民参与是多么重要。” 李嘉说。

【做法】
多平台助居民参与社区协商

在弥补社区管理空缺， 解决
社区出现的难题过程中， 相关部
门也在积极思考。 结合各自存在
的硬件和软件特点， 推出不少特
色的工作方法。

据了解， 社区自治形式在朝
阳区已经形成了常态， 社区居民
通过 “居民提案” 为 “社区病”
开药方 ， 激活了社区 “自治细
胞”。 如今， 朝阳区近6万人直接
参与社区服务管理， 居民成了社
区的 “新管家”， 小区居民自我
发现问题、 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逐年提高。 例如， 大屯街道居民
的 “僵尸” 自行车管理提案、 安
贞街道居民的老旧小区楼道卫生
管理提案、 建外街道的六小门店
安全生产问题提案等， 使300多
个过去让社区领导头疼的 “小区
病” 得到了治理。

麦子店街道从2011年开始 ，
逐年开启问需、 问计和共商共治
大门 ， 搭建人大代表 、 政协委
员、 居民、 社会单位等议事代表
参与的议事协商平台， 畅通街道
社区、 楼院三级议事互动机制。

在街道党政群共商共治机制
下， 社区推行 “五个楼院三套班
子四级管理”， 各楼院设立党支
部、 居民议事会、 楼委会三套班
子， 建立社区—楼院—楼门—楼
层4级管理体系， 夯实社区楼院
自治基础。

今年， 麦子店街道还将拓展
议事空间， 力争2年内实现议事
厅全覆盖， 优化楼院自治运转 ，
实现 “有制度 、 有章程 、 有代
表 ”。 同时深化楼门文化建设 、
推进 “家楼共治” “家社共育”，
使共商共治进一步下沉延伸。

麦子店街道在社区治理方

面， 经过多年创新实践， 成功探
索出 “党政群共商共治的社区治
理模式”， 是民政部评选的 “全
国社会治理创新十大项目 ” 之
一。 今年6月底， 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院与麦子店街道共建的
“麦子店社区治理研究基地” 正
式成立， 以 “麦子店社区” 作为
社区治理的研究 “样本” 和实践
“范例”， 深入挖掘、 呈现及推广
“麦子店社区” 的社区治理经验，
不断改进和完善社区治理体系。

不仅是朝阳，据了解，在“百
街千巷”环境整治过程中，在社区
便民服务供给过程中， 在社区绿
化共建共享过程中， 东城区都发
挥着社区协商的作用， 利用多种
平台让居民参与到社区协商中，
最终让一个个难题得以解决。

仅以推进社区环境治理为
例， 东城区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
主体性和能动性， 借助街道议事
会、社区议事会、社区常务会、社
区党建联建自管会、 院落楼宇自
管会等社区自治共治平台。此外，
还注重外部力量的引导， 提升社

区居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
比如， 金鱼池中街为提升社

区生活环境的便利性， 在 “议事
技术和议事规则” 上对社区居民
进行积极引导， 借用开放空间等
方式， 引导居民协商议事， 并就
“社区变迁” “现状问题” “未
来发展” 等议题写下心愿卡片，
进而组织规划实施。

还有流水巷和流水东巷开展
的绿植种子认领种植活动， 在环
境美化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 上
对社区居民进行积极引导， 不仅
协 助 居 民 成 立 花 友 会 ， 还 开
办 讲 座 、 组织居民参观考察 ，
教授种植经验， 使绿化认领不流
于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 在社区环境
治理的过程中，还积极鼓励老人、
儿童参与其中。 通过“一老一小 ”
的广泛参与 ， 带动家庭中中青
年群体的参与热情。 在流水巷和
流水东巷的胡同绿化活动中，组
织幼儿园小朋友认领、栽种葫芦，
这不仅增长了他们的知识， 还增
强了他们的绿化意识。

【建议】
完善配套制度建设

社区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北京
市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也是
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重点。记者从
北京市政协了解到，近年来，委员
们围绕完善社区治理模式、 推进
社工队伍规范化建设、 加强智慧
社区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近百个提
案， 对于推动新形势下社区建设
具有参考价值， 为下一步加强全
市社区建设提供了经验。

例如 ， 耿晓东委员曾提出
“政府应尽快为社区 ‘减负 ’”；
王华民委员提出 “通过完善健全
相关法律进一步界定社区职责、
职能、 组织架构、 相互关系等，
更好地发挥社区依法自治作用”；
冼海珍委员提出 “建立以服务为
导向的社区治理模式， 科学界定
社区居委会、 服务站及社区治理
主体的工作职责” ……这些建议
已经被相关部门采纳。

其中， 一份 《关于治理环境
要重视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功能
建设的提案》 提到， 社区居民自
治作为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体制
创新是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 有
利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但当前社区
居民自治在广度与深度上还处于
初期阶段。

社区治理的环境方面也存在
着诸多的法律空白， 法律的缺失
会导致各组织职权划分不清 ，
工作协调难度大 ，由于各组织
对自身定位不准确 ，社区环境
自 治 过 程中的各方权利频频产
生矛盾和冲突。此外，社区居民自
治的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由于我
国大部分城市社区建设都是政府
主导型模式， 社区自治组织行政
化倾向严重， 社区居民自治的运
行机制尚未健全， 以致社区自主
性、独立性不足，社区居民自治仅
是基层政府指导下的有限自治。

对此，市政协委员提出，建议
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的相关配套制
度建设， 为保证社区治理过程中
社区居民自治的正常运行， 有必
要对社区组织体系进行制度规
范， 以保证社区内各种组织行为
逐渐制度化、规范化。还要完善社
区居民自治的具体工作制度 ，
社区的居民会议制度、 听证会制
度、协调会制度、评议会制度、选
举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等，能够保
证居民在治理环境中充分行使自
治权利，并规范有序地开展。

社区为难事 居民开药方

开墙打洞 、占道经营 、环境
拥堵……面对社区中存在的种
种乱象 ，不少居民一边怨声载
道， 一边苦于有力气却使不上。
怎么才能让居民在社区建设上
发挥作用 ？ 怎么弥补社区管理
中的不足和空白？ 怎么让难缠的
社区难题得到解决？ 在实践中，
社区协商成为了突破点。 对此，
政协委员建议，完善社区居民自
治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为保证
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居民自治
的正常运行，有必要对社区组织
体系进行制度规范，以保证社区
内各种组织行为逐渐制度化、规
范化。

整理居民提出的问题档案是社区协商重要的一步。

现场调研、 实地查看、 居民参与让难题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