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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加强社会

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

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预防和化

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

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

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

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加强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

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

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

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嘉宾】
胡忠雄： 十九大代表、 岳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
徐文龙 ： 十九大代表、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
毛雨时： 十九大代表、 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党

委第一书记

和谐家园，让我们共建共治共享
主持人： 杨柳青

文稿撰写：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贺威
统筹： 蒙志军

� � � � 10月22日，徐文龙代表
（左二）、 胡忠雄代表（右
二）、毛雨时代表（右一）接
受联合访谈。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观点】

� � � �追溯源头、标本兼治，社会治理
进入“新时代”

主持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 ” 的任务 ， 首次用 “社会治理 ”
取代以前的 “社会管理”， 此后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又提出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更是提出了 “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从 “管理” 到
“治理”， 从 “共建共享” 到 “共建共治共享”，
大家认为其中的转变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创新
思想和理念？ 这种创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又有着怎样的地位？

胡忠雄： 我认为这种转变的创新性意义主
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 创新是主体的创新。
管理是指一种单一的、 从上而下的管理活动，
主要是强调党委政府的责任； 而治理则是一种
多元化共治的治理主体， 包括党委政府、 社会
组织、 居民等， 都是我们整个治理的主体。 第
二， 创新是方式的创新。 管理主要是偏重于一
种行政管制， 而治理则是一种多元化的管理手
段， 如法治、 德治、 自治， 还有社会的共治。
第三， 创新是客体的创新。 管理主要是指对已
经发生的事情进行管理性的活动， 主要是采用
一种行政管制的办法。 而治理不仅指对已经发
生的事情进行处理， 还必须追溯源头， 注重标
本兼治， 源头治理。 “社会治理” “共建共治
共享” 的理念， 涵盖在我们的社会建设、 基层
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文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涵里，“八个明确”中就
有一条是“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而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十四条坚持”
里， 就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因此，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不可分割。

毛雨时： 我觉得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 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关系到千千万万家庭的安居乐业、 幸福安康。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老百姓的利益更加关心
重视， 也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
事”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要求的具体落实。

� � � � � 多点发力、 人人参与， 平安
就在你我身边

主持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应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忠雄：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 对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对于解决百姓
之间的利益诉求， 具有重要意义。 它具有丰富
的内涵。 共建， 主要是指共同建设法治环境，
也就是要达到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人人守法； 共治， 就是要正确地认识矛盾、 协
调矛盾、 解决矛盾， 由全社会共同努力， 采取
预防、 调解等方式积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将
矛盾纠纷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并注重源头治
理， 从根源上防止矛盾产生。 共享， 我认为就
是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充分享受到社会治理带
来的成果， 也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安全感，
不用为自己的人身、 财产安全等提心吊胆。

徐文龙 ： 社会治安治理、 人居环境治理、
社会诚信建设也应该属于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
共享这个范畴。 譬如住在一个小区里面， 住在
一个街道里面， 怎么样把物业管理按照人民群
众的需求， 进一步搞得更加科学、 更加规范、
更加常态化， 这是一个大课题， 需要通过经济
手段、 行政手段， 包括一些精神文化力量的感
染， 使大家在一个小区里面， 在一个小社会里
面， 人人参与共建共治共享， 人人心情愉快，
愉快地工作， 愉快地生活。

毛雨时 ： 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共治” 上。
像我们农村， 以前大小事都要通过政府来管，
但按照现在的要求， 就是强调党委政府、 社会、
村民共同参与， 形成一个共同治理的模式， 这
个比较好。 比方说， 可以通过制定和完善村规
民约， 来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 对一些夫妻之
间、 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 也可以发挥亲朋好
友、 村民、 村干部的作用， 积极调解， 效果可
能也更好。

� � � �改革创新、 夯实基础，“工具箱”里
“工具”多

主持人： 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大家觉得需从哪些地方发力？

胡忠雄： 我觉得可以围绕“四化” 来进一步加
大改革创新力度， 努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

一是推进群众化。 要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治
理中来， 不把群众作为一个社会治理的对象， 而是
把他们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人， 真正在社会治理中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思想， 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
理念。

二是促进社会化。 我们可以发挥各类社会组织
的作用， 让他们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引导广大群
众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大格局之中。 如我们有很多
的志愿者组织、 慈善组织、 中介组织、 法律组织等，
都可以发挥他们各自的专业作用， 融入到社会治理
各个方面的工作之中。

三是解决网格化。 要用现代科技的手段， 利用
“互联网+” 的技术提高我们整个社会治理的信息化
水平。 就是对每个社区、 每个村进行“网格化”， 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现代科技成果， 把信息化手段
覆盖广大社区和农村的每个角落， 实行网上监督管
理、 网上政务服务。

四是实行专业化。 必须建立一支全职和兼职的
专业化队伍， 让他们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 比方说，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保障， 我们就要建立一支懂法律
的专业人才队伍， 以此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
平。

徐文龙： 从工会系统来说， 必须夯实基层基础。
第一， 工会建会建家向基层延伸。 我们要将农

民工也纳入工会服务的范畴。 近3年我们新组建工会
4.3万家， 新入会职工210万人， 其中农民工有130万
人。

第二， 资金资源向基层倾斜。 目前我们工会的
经费82%以上拨给了基层， 充实基层工会参与社会治
理的实力。

第三， 活动开展向基层覆盖。 我们开展“十行
状元” “百优工匠” 竞赛， 全省有20多万名职工参
加， 参与观摩观看的有100多万人。 培训是为了就
业， 一个地方如果很多人没就业的话， 肯定治理不
好， 无事就生非。 但是就业的岗位有限， 谁有技术，
谁有基础， 谁有能力有水平， 谁的就业就优先。 所
以我们通过这些活动， 引导职工， 通过培训实现就
业， 这也是社会治理的范畴。

毛雨时： 这些年来， 我们农村的社会治安形势
越来越好， 老百姓的法制观念大大增强， 很少有吵
架闹事的。 随着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大家都很
珍惜美好生活， 因此很少出现大的矛盾纠纷。 不过
对照“共建共治共享” 的要求， 我觉得以后在矛盾
纠纷的解决办法上可以调整一下思路。 以前我们有
个村民与一家单位发生土地纠纷， 政府也多次出面
协调， 但因为是历史遗留问题， 持续了很多年都没
有解决。 后来我们请他的亲戚朋友和村里的老人出
面做工作， 对他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结果就把这
事给解决了。 所以我们今后在处理矛盾纠纷时可以
改变一些做法， 多发挥群众的作用， 请一些德高望
重的老人、 志愿者以及亲朋好友参与， 也就形成了
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

� � � �抓党建、强队伍、拓网络，未来更加
平安幸福

主持人：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归
根到底是要让每一个老百姓的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
保障、 更可持续。 我们应该如何让十九大对社会治理
的要求在基层落地落实？

胡忠雄 ： 我认为在具体措施上可以采用“四个
一” 的办法。

一是一个格局引领。 就是社会治理应该要形成一
种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群众参与、 法治
保障的治理格局， 以引领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各项措
施落地落实， 发挥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一个班子负责。 这个班子主要是指基层组织
班子， 特别是我们的居委会、 村支两委班子， 目的就
是要让社会治理最终面向农村、 走进社区， 打通社会
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最后一公里” 能否打通，
关键取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三是一支队伍专抓。 必须要有一支专兼结合、 干
群结合的队伍来专门抓好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

四是一个平台支撑。 我们的乡镇一级都建立了政
务服务中心， 现在正在把这个中心延伸到岳阳的1806
个村和社区， 建立村民服务中心， 并依托这个平台处
理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 实行网上受理、 网下处理，
网上网下互动。 平台整合后， 老百姓办什么事、 民间
有什么纠纷， 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处理。 我们也可以
依托这个平台定期开设网上普法课堂， 根据基层土地
纠纷、 房产纠纷乃至邻里纠纷、 家庭纠纷时有发生的
特点， 有针对性地宣传法律知识， 让群众知法、 懂法
和会用法， 减少矛盾纠纷。

徐文龙： 参与社会治理， 工会有纵横交错覆盖面
很广的“网络”。 现在乡里、 村里、 社区都建立了工
会组织， 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 包括党政机关、 企事
业单位、 学校、 医院、 科研院所等都有工会。 所以，
这就为工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和载体。

我们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各司其职， 发挥好
工会的四项基本职能， 即： 职工的思想教育， 劳动竞
赛， 民主管理，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这些职能都与社
会治理有关。 譬如加强职工教育管理既要靠经济手
段、 行政手段、 法律手段， 也要靠思想政治教育。 民
主管理则是通过职代会的形式对本单位涉及到职工利
益的一些事务进行协商。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更属于治
理的范畴， 包括维护职工的政治权益、 经济权益、 健
康权益。 比如说， 我们积极联合律师事务所和司法部
门一起为农民工“讨薪”，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
题； 督促企业严格执行高温作业劳动和休息制度 ,保
障职工健康。

毛雨时： 我觉得首先要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教育， 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遵纪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 同时， 抓好村级基层组织建设， 提高他们开展社
会治理工作的能力水平。 再就是利用好群众力量， 比
如说发挥好老党员、 老退伍军人、 老教师等在村里威
望高的作用， 共同维护好社会秩序。 韶山这些年每年
都要接待上千万游客， 但很少发生矛盾纠纷， 旅游环
境比较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政府在社会治
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大力开展“平安韶山” “文明
韶山” 建设， 因此这些年一直平平安安， 村民们满
意， 游客们也感到很满意。

（湖南日报北京10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