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老旧小区
“ ”新路径蝶变

紫凤社区党委书记刘利平：
政府启动老旧小区提质改造，

顺应了居民群众的期盼，为大家办
了一件大实事。 最让我感动的是居
民们舍小利顾大局，主动拆除“自
家小院”， 为扩大小区有效空间作
出牺牲。 16 户有小院的一楼住户，
没有 1 户提出异议。

“共同缔造”的新理念让居民参与度、
积极性得到很大提升。筹资、出力，大家把小区改造
当成自己家里的“装修”，主人翁意识强烈，相信这
劳动的硕果大家也会倍加珍惜。

居民党员朱巧云：
小区改造后路宽了、灯亮了，环

境美了，党群、邻里关系都更加和
谐了。

在改造过程中，我们小区的党
员们积极响应社区党委号召，参与
“我爱我家” 志愿服务队的值班，宣
传“共同缔造”理念，监督文明施工，
保证小区狭小的区域中有较好的施工环
境，促进施工按期完成。

我想，小区的长治久安更需要党员同志们示范
引领，做担当骨干，引领大家共同建设好幸福家园。

居民潘万瑜：
之前小区环境差， 我都不好意

思请亲戚朋友来做客。现在路宽敞、
好停车、公共设施齐全，住在这里感
到特别骄傲。

当时听闻政府将投入这么多财
力、人力为我们改善居住环境，我带
头主动拆掉了自家搭建的一个棚子。

现在的 “新小区” 让大家都非常满
意，大家都积极报名加入自治协会发挥余热，要将
提质改造成果长期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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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立“新” 携手共造

开福

张颐佳 曾鹤群 刘晨帆

一切的发展最终是为了民生、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长沙市社区全面提质提档三年行动（2016—

2018）的收官之年。 作为献礼改革开放的巨大民生礼包，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城市
不仅高楼大厦光鲜亮丽，背街小巷同样干净整洁宜居宜业。

2016 年 4 月，开福区在全市率先对陈家湖社区启动提质改造，三年来，开福
的荷花池、江湾、紫凤、上麻园岭等 80 个社区的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一批基
础完善、环境优美、功能健全、群众满意的品质社区成为幸福开福的显著标识。

特别是 2018 年，长沙市作为全国开展老旧小区试点改造工作的 15 个城市
之一。 开福区以新河街道紫凤社区动力北院小区为蓝本，通过汇聚民智、转变理
念，走出了一条“决策共谋、发展共建、
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基层
社会治理新路径。

“一个人选择了一座城市，就等于
把自己交给了这座城市，城市党委政府
有责任让民众工作和生活得更加尊严、
更加体面、更有幸福感。 ”开福区委书记
沈裕谋深情地说：“开福一直努力实现
劳有所得、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善
养、住有宜居，让每一位开福人在这里
开启幸福、创造幸福、收获幸福。 ”

动力北院小区坐落于开福区
伍家岭立交桥西北角，原为国有企
业湖南动力的集体职工宿舍，是上
世纪 70、80、90 年代伴随企业的发
展陆续修建而成，小院落共有 7 栋
398 户 1400 多位居民。 随着企业
改制后，留下了很多遗留问题。

“一下大雨小区就积水，居民
都下不了楼。 ”紫凤社区书记刘利
平谈起动力北院是一肚子苦水。

她回忆，动力北院第一次“提
质”是 2004 年，当时对靠近新河路
的 15 栋和 7 栋进行了外墙的“洗
脸打粉”。

2010 年， 湖南动力集团破产
后，应群众诉求党委政府筹资百万
对院子水、电和污水处理池进行了
改造。 这种“补丁式”的修葺也是当
时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普遍做法。

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不
是长远之计。 开福小区的蝶变从理
念之变开始破题。

2016年 4月，开福区从陈家湖
社区开始， 率先长沙市启动了三年
提质提档行动计划，立面、路面、地
下管网等 11个项目的改造，拆除围
墙、拆除违章、打通交通微循环、新
增 300 余停车位……以人为本，注
重小区功能的实用性和人居环境的
全面改善贯穿了小区提质的全过
程。

科大景园社区、 浏阳河社区、
便河边社区、 三角洲社区……3 年
来 80 个老旧社区在新理念中焕然
新生。

2018 年，长沙市入选全国老旧
小区试点改造工作的 15 个城市之
一，如何在改善小区硬件环境的同
时，充分激活居民参与积极性？ 提
质改造后的“新小区”如何长治久
安的有序管理？

开福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拥兵
深刻指出，以往提质改造居民群众
参与度不高、 小区管理制度不健
全、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组织是老
旧小区的通病，在“硬件”提质的同
时，如何实现“软环境”的提升，如
何发挥党员、居民群众自治组织的
作用是小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问需于民共商、问计于民共
建、问效于民共享”，开福把共同缔
造的理念融入到老旧小区提质的
骨髓。

今年 5 月， 开福区首先投入
500 万元，以“三问三共”为引领，
开始了动力北院的全新改造，不仅
要解决小区年久失修道路不畅、设
备陈旧、管网淤堵等问题，更充分
发挥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告别党委
政府的大包大揽，让民意、民力成
为小区改造的主角。

增设消防设施、规划停车位与
单车棚、新建休闲广场、疏通下水
管道、对小区道路“白改黑”、修建
通透式围墙、捆扎蜘蛛网般的电线
电缆、对居民庭院进行翻修、对小
区乱堆放集中清理……

在动力北院一天天的变化过
程中，大家欣喜地看到众多邻里忙
碌的身影。

【理念之变】��“三问三共” 软环境与硬件并重

“共同缔造”从改变小区的蓝图
开始。

75 岁的朱巧云是动力北院小区
7 栋楼栋长，她说：“小区怎么改，都是
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 ”

开福区政府在提质改造中，改变
以往大包大揽的模式，充分发动群众
从小区提质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提质改造刚启动，政府就组织居
民代表、楼栋长、各党支部成员等骨
干力量，召开关于老旧小区提质改造
的动员大会，成立了提质改造领导小
组、居民自治小组、居民监督小组，为
居民全程参与打下基础。

从 6 月开始，动力北院提质改造
商讨会形成一周一次的常态。 问卷不
断，居民“金点子”不断涌现；在设计
方案意见征集会现场， 群众座无虚
席；建设进场，沟通协调会上，居民踊
跃为构建良好施工环境献计献策。

“就是要确保 500 万元建设资金

都用在刀刃上。 ”在这期间，朱巧云算
了下大概有 20 条居民的建议被采
纳。

改造中民众监督，达成共建。
“国庆 7 天假， 我们都守在工

地。 ”今年退休的许正桂是小区“我爱
我家”志愿服务队一员，这支队伍由
小区内居民自发组织，目的是确保改
造施工质量和效果，及时沟通和协调
改造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志愿服务队一周一轮岗全天候
引导车辆停放、调解矛盾纠纷、监督
安全施工。 队伍最初只有 21 人，自发
参与的群众越来越多，逐渐发展到 50
多人。“发现问题就向社区反馈，居
民、社区、施工单位三方协调解决。 ”
许正桂说。

共建的舞台上，群众角色不止如
此。

10月 19日， 新河街道和紫凤社
区号召开展“家园建设大家出力，美丽
北院你我共享”的捐款活动，居民踊跃
参与。 负责收款的何如玉说：“一个小
时我们就收到了捐款 1万多元。 ”

群众参与带动周边共建。 在小区
里施工的汤建强，见到捐款，把身上
带的 287 元钱都捐了出来。 动力北院
小区 150 米长的西墙原是红砖砌成
的，斑驳陈旧，隔墙的北辰集团决定
投资 60 万元，将墙体改成通透式，实
现两个小区资源共融共享……

如今， 动力北院小区“面子”靓
丽，步步是景，“里子”蛮实，生活更惬
意，居民幸福和笑容写在脸上。

到 12 月下旬，在政府、驻区单位
和小区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动力北院
小区拆除违章 63 处， 疏浚下水管网
1600 多米， 铺成麻石板路面 473 平
方米，路面“白改黑”2500 多平方米，
规划车位 63 个，绿化带拓宽 1276 平
方米，修建单车棚 168 平方米，特别
是位于小广场的新居民活动室，将成
为探索小区自治的新阵地。

基础有了， 如何让民众的
心血得到更好爱护？ 动力北院
小区居民与政府、 社区一道思
考探索向“自治共管”转变的长
效管理路径，得出三个结论。

结论一：党建引领是先导。
动力北院是湖动集团的职

工宿舍，单位改制后，有大批党
员转入社区管理， 小区现有 5
个党支部，149 名党员。 这支队
伍在小区提质改造过程中，就
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小区要拆违，71 岁的老党
员彭亮生带头拆除自家违章房
屋做表率。

小区建居民活动室，86 岁
的老党员胡钦志在家人的帮扶
下拄着拐杖到场捐款 500 元。

今年，在紫凤社区党委的指
导下，小区反复召开党员、居民
代表会议，成立居民自管会。 许
正桂等 3位党员进入了 11位居
民自管会（筹备）成员名单。

许正桂表态：“一定要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协助居
民自管会抓好工作。 ”

结论二：群众共治是关键。
小区居民自管会有 36 位

居民联络员组成基础班底，负
责向各单元各楼层居民传达信
息、收集建议和反馈意见。 自管
会成员老中青相结合， 既有德
高望重的退休老领导， 又有懂
技术、管理能力强的专业人才。

因为自管会，居民有了主心

骨。 今年，小区又建立“公共管理
话吧”，以“民情茶吧会”为表现
形式，将自治、德治和法治有机
地结合起来， 畅通治理长效机
制。

中秋月儿圆，“民情茶吧会”
摆进了小区大院。 居民群众围
坐一起共赏一轮明月，共商小区
自治，探讨停车收费管理制度，
解决小区停车无序的问题。

“茶吧会我们初定每两个月
举行一次，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就是让大家把心里话说给党和
政府听， 实现我是普通居民到
我是小区主人的意识转变，管理
才会有长效。 ”许正桂说。

结论三：经费共筹是保障。
按照开福区委区政府制定

的《老旧小区提质改造试点改造
实施方案》，动力北院小区率先
全市实现了政府 + 单位 + 个人
筹资进行社区提质改造， 街道
和社区制定专项资金筹措方案，
动员相关单位和居民群众共同
出资建设家园。

“大家一起出钱出力出汗，
有成就感更有幸福感，这也是对
动力北院小区维护管理的重要
保障。 ”刘利平说，开放式小区
居民购买社会服务实行物业管
理的意识不强，小区居民商议正
尝试采取居民自筹和利用停车
场、 楼道等公共空间的有偿使
用， 成为小区物业管理经费的
“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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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变】 党建引领 促自治共管

福城社区公共
服务阵地全面升级。

紫凤社区旧貌换新颜。

“五共 ”理念让
动力北院小区居民
活动有新去处。

陈家湖社区的三和
园社区公园移步换景。

改造拆违，动力北院小区焕然一新。

【方式之变】 携手参与 群众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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