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99月月1818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 冉冉 明明

08

无论是议事会，还是联席会；无论是
微信群还是热线电话，这些“土办法”、新
办法，都在不同时期凝聚着居民自治的智
慧和力量。

从治安管理到困难群体帮扶，从美化
小区到提供便利，居民自治切实丰富、方
便了居民生活。

但一个现实性问题是，一些涉及到社
区矫正、心理救助、纠纷调解等专业事项，
居民“有心无力”。为此，雨花区大力引进
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指导。

洞井街道丰园社区属于保障性住房，
社区居民中残障人士、低保户占80%。在
4000多平方米社区办公楼里，6家专业社
会组织占据了70%的场地。

社区工作人员说：“我们尽量争取办
公面积最小化、服务场地最大化。6家专
业社会组织服务各有侧重，有的服务自闭
症儿童，有的帮助残障人员康复，还有的
帮助残疾人就业等。”

在雨花区，社会组织成长的土壤日益
肥沃。该区对科技类、公益慈善类等4类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对社会团体申请筹
备审批环节、民办非企单位预先核准环

节，直接取消;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
登记等时限，从 30 个工作以内日缩短至
10个工作日。

目前，该区注册及备案的社会组织发
展到1600多家。数量居长沙市第一。

这些社会组织扎根雨花，为居民群众
提供了一项项专业帮助。

围绕养老助残服务等十大类别，雨花
区培育出一批社会组织的示范项目，如养
老服务行业的康乐爱老服务中心和残疾
康复行业的怡智家园等，服务品牌日益响
亮；群英会发挥公益枢纽组织的作用，成
为全国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全国试点单位；
老首长工作室、邻里坊、廖家湾学雷锋志
愿服务队、孙建华义工工作室、颐馨互助、
砂家帮义工联盟、温心家园等社会组织，
更是基层治理中重要补充力量。

对于涉及法律纠纷等，雨花区把力量
向基层延伸，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公
里”。

雨花区率全省之先，设立道路交通事
故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百米区间就可以调
解交通事故纠纷，免了居民群众奔波之
苦。今年起，雨花区所有街镇和辖区高桥

大市场，实现了“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
服务工作站全覆盖。居民群众有矛盾纠
纷不用跑法院，街道就有专人调解、速裁
快审；有诉求可以先通过智能平台评估诉
讼风险，再决定是否起诉。

这些工作站还充分利用区法院“在线
调解平台”“移动微法院”“远程视频接访
系统”等网络平台，推广开展以“多元化、
非接触式、网络在线互动”为特点的现代
化矛盾纠纷解决方式。

总有一些年份，注定在时间的坐标上
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当时间的指针
指向2020年，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全面小
康社会梦圆在即。

从城区到乡镇，从经济到民生，今日
之雨花，追梦步伐如此铿锵。

雨花区拉开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生动画面，既是基层治理向更具兼容性、
共享性、开放性的从容嬗变，也是站在从
全面小康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
历史转折点上，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的全新实践。

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说了算；老百姓
的幸福，也由老百姓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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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长沙市雨花区委宣传部提供）

欧阳倩

基层治理那些事儿，如果只是政府“独
唱”、社区“包办”，解决问题可能不精准，老百
姓可能不满意。

对此，长沙市雨花区探索了居民群众共治

共享新方式：村里的发展，钱从哪里来、钱花到
哪里去，村民来商议和表决；社区的“麻纱事”，
事无巨细，有事儿大家伙一起来想办法解决；
涉及到法律、专业的事儿，引入社会组织，协助
居民群众来办。

“老百姓的事，咱老百姓自己做主。”尤其

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雨花区着力
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居民群众主人翁
意识不断激发，一个个“群众自治圈”“社会共
治圈”不断强化，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自治共同体逐步构建。

如此，老百姓的事好办、难好解、情更切！

“有女莫嫁洞井铺，三年磨烂
九条裤”。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长沙俗语对雨花区洞井铺的描述。

以洞井铺为代表的城南地
区，是长沙典型的郊区。守着一
亩三分地，老百姓的日子普遍过
得清苦。

城市化的如椽大笔在雨花区
留下印记。上个世纪90年代，雨
花区不少农村区域启动整村征
拆，高升村便是其中一处。

地腾了，房子怎么建？以后
的生活怎么办？在雨花区委、区政
府的领导下，村支两委向村民亮明
态度：村民的事儿，由村民决定；村
子的发展，由村民共同来商议。

为了让村民更科学地做决
策，村支两委班子带着骨干和有
威望的村民去发达地区学习。在
考察、学习和交流中，不少村民的
思想有了变化。

传统的观念交织着先进的发
展理念，一场场思想的“大辩论”在
村里开展起来。有看法，勇于表
达；有好建议，一一提出。讨论的
结果，由投票决定，公正而公开。

“当场投票、当场唱票、当场
监督、当场公开结果。这样的做
法，把决定权交到了老百姓手
中。”参与和见证着高升村发展的
村民李祥利说。

老百姓最后确定的安置方法
是商住两分开。2002 至 2006
年，3 个总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

的纯居住小区拔地而起。
居住用地建好了，生产用地怎么开发？

村民决定成立高升实业公司，每位村民以土
地入股，成为股东。

开发多少地、留下多少地；建成后怎么
做，预估有多少回报？怎么运营风险最小？
全交给老百姓自己来讨论。

村支两委会议、议事理财组会、村民小
组长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会议
不知道开了多少个。从“一人一个主意”到
声音日趋理智，再到凝聚成发展理念，村民
在一次次讨论和投票中，确定村子的未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省首个由村集体投资
建设的楼宇——高升金典项目，在高升村建
成。插入云霄的楼宇，精致精美的外观，多元的
业态……建设完成的高升金典商务楼，开启了
高升村的蝶变征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每一项开发，由村民表决；每一处用钱，
按制度要村民代表审批通过；每一个项目，
村民既是受益者，也是监督者。“高升村的成
功，是村民共治共享的范本，它凝聚着村民
的智慧，也为我省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路
径参考。”

高升村也不是“一枝独秀”，雨花区还出
现了红星村、井塘村等“亿元村”。

2006 年，红星村改革集体经济组织产
权制度，成立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12
年，红星村对全村10个村民小组的组级经
济进行全面改制，成立了10个组级公司，并
将村集体的10亩土地分给10个村组，交由
村民打理。

伴随村民智慧和精力的不断倾注，发展
什么产业、引进什么项目、如何精细管理……
这些事情全由村民自主决策、落地推行。

村民幸福指数进一步提高：2012年，原
有10个村民小组按照就近原则成立红星农
博、冯家冲等4个社区，村民变成市民；2017
年，村集体经济人均分红3.6万元，再加上组
级经济分红、个人就业收入，村民人均年收
入逾10万元。

当前，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雨花区跳马
镇石燕湖村村民集体抱团，试水民宿产业。
30余栋民宿，现有11家营业，其他民宿陆续
进入了施工扫尾阶段。目前，集吃喝玩乐游
于一体的曹家冲民宿群已初见雏形，大家小
院、无何有乡等各具特色的网红民宿，更是
迎来了一波又一波游客的“打卡”。

雨花区地跨长沙中心城区和跳马镇
农村。在城区，由于基础设施老化、改制
企业多、新建楼盘涌入等原因，居民群众
之间总有些扯不清的“麻纱事”。

以创建“三零”社区（零上访、零事
故、零发案）为抓手，雨花区构建居民群
众自治平台，解决治理滞后、服务群众缺
位等问题。

不同性质的社区，各自有着烦心
事。事由不同，自治的方法也各异。

雨花区在全省率先提出“分类治理”
模式。将社区分为单位型、商贸型、保障
性住房型等7个类型，根据不同的类型，
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治理模式。

我们可以通过一件件烦心事的化
解，勾勒雨花区基层治理的轮廓：

——小小架空层，怎么用？怎么
管？居民“说了算”。

紫金苑小区架空层一直空置，侯家
塘街道韶山南路社区想着把空间利用起
来，解决居民活动场地问题。原以为居
民会举双手赞成，但一做入户调查，发现
只有80%的居民同意。小区党支部找到

业委会，召开业主大会。将支持与反对
小区架空层改造的居民代表组织起来，
进行集体协商，鼓励大家充分表达看法，
理性求共识，切实让居民在社区建设中
充当主角。最后，架空层“变身”特色服
务阵地，社区全部阵地面积达2500多平
方米。党员群众在此议家门事、解邻里
难，让守望相助蔚然成风。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井湾子街道
融城苑社区以“融”文化为主题，在小区
架空层开展各类文体联谊活动，进一步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左家塘街道佳润新
都小区在架空层打造“花友之家”，居民
群众在绿意葱茏、鲜花缤纷的小区架空
层，闲话家常、娱乐放松。

——电动车充电桩少了，建在哪？
怎么建？多方坐下来商议。

2002年建成的融城苑社区，是长沙
最早的一批经济适用房小区。时间飞
逝，也在社区留下斑驳痕迹，很多硬件
设施跟不上。电动车充电桩的缺少便
是其一。

充电桩的解决，得益于“四方联动”

基层治理模式的推广。
据了解，2007年，因种种原因，原物

业公司一夜之间撤出小区，留给融城苑
的是成山的垃圾、敞开的门禁和叫苦不
迭的居民。在新的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到
位后，怎么避免重蹈覆辙？社区党总支
探索创建了由居委会、业委会、业主监事
会、物业公司交叉任职、协同发力的“四
方联动”基层治理模式。

社区党总支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
议，凡是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
召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居民代
表进行集中研究、限时解决。充电桩的
难题就在一次次联席会议中解决。

——忘带钥匙，如何就近寻帮助？
一个热线电话志愿者来帮忙。

成立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浦沅小
区，近一半居民是外来人口，因为没有物
业管理，居民生活中也曾有过“遇事不知
该找谁”的窘境。“老口子亲情服务队”成
立后，从最初的专业抓贼，到如今的治安
巡防、民情收集、邻里帮扶，成为社区和
谐稳定的中坚力量。“老人家摔倒了第一

时间不是打120，而是找‘老口子’；有人
没带钥匙，想到的不是开锁匠，也是‘老
口子’。”居民们感动地说。

这 样 的 热 线 在 雨 花 区“ 此 起 彼
伏”。“有事就找 9268，邻里互助‘就爱
你吧’!”在井巷社区，居民遇急难事就
拨 400—9268110，服务力量 30 分钟就
能到达现场；在拥有全省最大公租房
小区的新聚园社区，以党员志愿者为
主的“微爱”志愿队，成立微信帮帮群，
为群众帮难解困，让租住在此的居民
倍添归属感……

据了解，2019年雨花区共有93个社
区(村)建设为“三零”社区(村)，东塘街道
成为“三零”街道。

为呼应“三零”社区(村)建设，雨花区
还将辖区科学划分为175个社区网格和
999个单元网格，每个社区网格设1名网
格长及专职巡查员、专职网格员、执法网
格员、志愿网格员的“1+4”工作队伍。依
托现代化方式，网格化工作也“触网”升
级：搭建的区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实现网上下单、线下处理。

主人翁的智慧——专业的事请专业的人来指导

主人翁的姿态——大伙的烦心事大伙来商量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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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大地，一个个志愿
服务、社会治理创新品牌在
此闪耀。

居民在家
门口享受优质
医疗服务。

雨花区积极推进“三零”
社区(村)建设，志愿者纷纷参
与，搭建互帮互助平台。

雨花区跳马镇村民抱团，按照全域旅游的规划，打造特色风情民宿。

创新基层治理创新基层治理，，为雨花高质为雨花高质
量发展释放澎湃动能量发展释放澎湃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