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经商、务工，
导致部分农村呈现“空心化”。以资兴市三都
镇源兴村为例，现有人口685户2486人，其中
在家人口仅 929 人，占比 37.4%，外出人员超
过六成。农村“空心化”问题已成为了乡村基
层治理的难点和痛点。

“新时代要用新思维，探索乡村治理新模
式。”资兴市委书记黄峥嵘明确提出，要健全党
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
层治理体系，健全乡村管理和服务机制，持续
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如何加强基层治理？三都镇作为试点
乡镇，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为此，三都镇
将源兴村作为试点村，探索利用微信群，充
分发挥党员、镇村组干部、市镇人大代表、村
民代表的先锋模范和联系走访作用，创新建
立“线上线下”联动的基层治理模式，广泛开
展村民自治。

2018年，源兴村建立村民微信群，由村党
总支书记担任群主，村民小组长负责将本村有
微信的村民进行登记造册，逐一纳入村民微信
群，原则上每户至少有 1 人加入村民微信群。
针对年纪大、文化程度较低、没有条件加入微
信群的村民，明确由其邻居代为反映诉求、传
达信息。同时，把联系源兴村的镇干部、驻村
工作队员、党员、各级代表等，拉入村民微信
群，并广泛动员、吸纳村籍在外乡贤加入微信
群，让在外群众“离家不离心、离村不离群”，实
现“线上全联通”。

“我们的村民微信群，不仅由村党组织书
记担任群主，其他管理人员也都是党员或者代
表，政治过硬，素质较高。同时，收集到的问题
和诉求，也是由村级党组织进行例会研究、解
决。”资兴市三都镇党委书记蒋勇光表示，村民
微信群从建立到线上线下发挥作用，从始至
终，都是镇村两级党组织在加强领导，贯穿全
过程，加强了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稳固
了农村意识形态阵地。

与此同时，源兴村开展“线下全联系”。该
村将村组干部、党员、各级代表等整合起来，按
照就近便利原则，实行网格化管理，每人联系
1 至 5 户群众，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
求，打通党群、干群联系“最后一公里”。

“群众的诉求一定要有回应。”源兴村干部

介绍，他们制定了村民微信群的实施细则、管
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采取一系列务实管用的
工作举措来保障村民微信群发挥作用。同时，
还制定社情民意收集、分类、办理、回复、反馈
工作制度和流程。安排村民微信群专职管理
员对“线上”反映的问题和诉求，进行汇总并建
立台账；“线下”入户走访收集的问题和诉求，
由村组干部负责汇总并建立台账。

源兴村民微信群管理员唐飞英介绍，村民
微信群主要用于政策宣传、村务公开、社情民
意收集、通知公告等用途，不得发布有损本村
形象、制造矛盾、散布谣言等信息，违者一次提
醒、二次警告、三次则让其退群，并公开检讨。

源兴村收集汇总的问题和诉求，最终将进
行分类分级处理。微信群管理员或入户走访
人员能够当面解决的部分，会及时解决回复；
需由村级解决的部分，由村支“两委”研究解决
并办理答复；对于村级不能解决的部分，报镇
党委、政府研究解决，以此类推，直至解决。问
题和诉求解决情况均要反馈至村支“两委”，并
录入管理台账。反映的问题和诉求处理答复
后，该村还将定期进行回访，掌握群众满意度，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源兴村通过搭建“线上全联通、线下全联
系”两个平台，进一步激发了村民主人翁意识
和集体意识，凝聚起乡村发展、乡村振兴强大
合力。去年底，三都镇复制源兴村新时代基层
治理体系的试行成果，在全镇各村（社区）进行
推广。

三都镇共有在外务工的流动党员726名，
为开展好流动党员的主题党课及教育活动，他
们也通过微信群进行学习资料的上传及学习
成果的展示，凝聚党员人心。该镇龙竹村党员
曹艳霞在广东务工，她说在村里的党支部微信
群里，村党支部书记定期不定期发送有关主题
教育、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的相关内容。这样使政治理论学习不再受到
时间和地点的困扰，既保证了党员的相关理论
知识学习，不耽误日常工作；又能在群里互相
交流，增强沟通。

如今，三都镇各村（社区）充分发挥“线上
线下”乡村治理的能效，让外出和在家的村民
凝聚起来，合力开展新农村建设，一幅幅美丽
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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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钧 何庆辉 朱孝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

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在当今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不仅

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而且关系到国家整体政策目标的实现。因

此，必须着力做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索，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城

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为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打通基层治理的痛点和堵点，实现服务

精准投送、治理精准落地，资兴市将三都镇、黄草镇、蓼江镇等地作为试

点，实施以微信群管理为切入口，积极探索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路子。

资兴市通过试点乡镇实施新的管理机制，实现“线上全联通、线下全

联系”，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疏通了基层治理“最后一公

里”。今年来，仅三都镇各村以微信群与走访联系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为

村民办理各类事项 1140 件，解决群众问题、困难 647 件，群众满意度达

100%。

进入新时代，与民众沟通，
离不开互联网。在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召开之前，资兴就在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并在创新
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尝试利用
互联网的有效方式。他们除了
开通村级微信群这样的线上

“掌上服务平台”，还利用村级
“三支队伍”力量，与居民随时
线下互动，第一时间回应群众
诉求，把一桩桩小事化解在群
众的心坎里。这样线上线下的
互动才能更良性，乡村治理的
蓝图才能真正落地，变成群众
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这
种模式，可谓开创了简便易行、
务实高效的现代农村管理服务
体系。

源兴村村级微信群从一开
始，就由镇党委指导，村党组织
书记创立、管理，在具体运行中
由村级党组织研究解决问题
等，这充分展现在加强和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中，资兴市重在
强化党建统领作用，将党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
工作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成效。
在具体工作中，他们对微信群实行专人、专责、
专账等一整套规范制度，全村村民在这个“舆
论场”里说话，用村规民约“约法三章”，让大家
说真话、说实话，杜绝各种不良信息的肆意传
播，能让微信群有公信力、有影响力。特别是
村民随走随拍“曝光”的脏乱现象及现实问题，
考验着村里“三支队伍”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群
众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促进了“三支队伍”的履
职履责。当诉求有回应、问题有解决时，群众
对这个村级微信群的信赖度、依赖度就会更
高。因此，基层治理在借助互联网的同时，还
必须把实干落实到线下。

线上搭起“连心桥”，线下合力“解难题”。
三都镇源兴村等通过线上线下齐发力，把联系
村民、服务村民结合起来，使基层治理更精细
化、人性化，可谓实现了村（社区）治理的一次
创新和突破。相信随着这一创新机制的进一
步推进和完善，资兴市的基层治理会更科学、
更高效！ (李秉钧 何庆辉)

今年10月9日，三都镇源兴村干部忙着整理
全村685户宅基地确权资料。“我们通过村民微信
群通知大家上报相关资料，从通知到收齐，只用了
个把星期。”源兴村党总支书记李进松说，以往这
种事没一两个月都收不齐。

据介绍，源兴村把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通
知、文件，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到村民微信群。在此
基础上，该村还不断推进党务公开、村务公开、财
务公开，通过支部建设、党员带动，让村民们积极
参与村里的大小事情，积极建言献策。

“群主您好，袁家组垃圾桶几天没有清运了，

很脏！”“已知悉，将尽快安排清运。”“我们家已经
两天没来水了！”“昨天，七里村到我村的主水管损
坏造成停水，现已修复并供水，你那地势高稍后应
该就会有水。”这是源兴村村民与村组干部在村民
微信群中互动的“声音”。针对群里反映的问题，
村组干部都是第一时间回复和解决，做到件件有
回复、事事有反馈、台账很清楚。

李进松介绍，源兴村在村部建设和公共设施
建设中，面临资金缺乏的困境。村里的党员、代表
在村民微信群里倡议大家自愿捐款，该村外出能
人、村民等纷纷响应、积极参与，捐款总计达10万
余元。捐款除用于村部建设外，还用于村组路硬
化拓宽，水库修缮等公共设施。

得益于“线上全联通”，通知和反馈的信息上
传下达畅通、快速，也大大方便了村民办理各类事
项。“现在缴纳新农合、新农保等费用很方便，到微
信群里下个通知，村民就主动通过微信转账或自
己下载APP直接就办理好了，方便快捷。”源兴村
干部唐飞英告诉我们，以前都是走村串户上门收
取，耗时费力，部分在外村民还需要赶回来缴费。

“今年年初的疫情防控，村民微信群起了重要
作用。”源兴村村医黎金慧深有体会，防疫期间她
先后监测了100多人，针对有条件的村民，她通过
视频督促其自主测体温，不仅大大提高了效率，而
且减少了与居家留观人员接触。同时，她还经常
在村民微信群分享一些防疫知识。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资兴市微信群成了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的“好帮手”。资兴镇村干部第一
时间在群内传达各级防控指挥部发布的权威信
息、防控知识，谁家有人从疫情严重地区来了，村
民也会自觉在群内报告，对镇村开展防疫工作提
供了极大方便。

“‘线上线下’齐发力，让原本‘空心化’的村庄
实起来了，村民的心聚起来了。”三都镇源塘村村民
李小红说，该村有七成劳动力在外务工，以前在外
人员很少关心村里产业发展、公共事业等，大家如
同一盘散沙。推行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后，村民集体
意识增强，问题解决效率也大大提高，还通过微信
群倡议自发捐款3.2万元，用于村级公路加宽及联
网公路硬化。

行走三都镇源兴村，村容村貌亮丽整洁，文
明乡风拂面来。每天清晨，源兴村村民刘柏平都
会来到村里的广场上锻炼。“各处都整理得漂漂
亮亮，大家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刘柏平高兴地
说，得益于村里开展的拆危拆旧、环境整治及完
善基础设施，村里生活环境焕然一新了。

为美化亮化农村人居环境，振兴乡村经
济。近年来，源兴村先后实施了拆除危旧房屋
工程（拆危拆旧），开展了环境整治、“厕所革
命”、完善基础设施等新农村建设工作。

源兴村新农村建设工作能顺利开展，得益
于村民们的理解和支持。理解支持的背后是该
村充分发挥“线上全联通、线下全联系”两个平
台优势，一方面在“线上”村民微信群发布公告，
就新农村建设做好解释工作，并及时回应村民
关切；另一方面，“线下”安排 100 多名村组干
部、党员、各级代表等“三支队伍”人员走村入
户，听取村民意见和建议，为村民排忧解难。

“老刘，拆危拆旧是改变农村面貌、造福子
孙的大好事，我自己的3间杂房都拆了，你也别
拗了，我帮你一起收拾东西。”源兴村马竹组村
民代表曹勇给村民贴心地做工作。源兴村江一
组 70 多岁村民李仁少的杂房也不愿意拆除。
为此，作为三都镇人大代表、党员的李永强，多
次上门做李仁少的思想工作，帮助其解决后顾
之忧，最终老人被其真诚打动，拆除了杂房。目
前，该村拆危拆旧工作已全部完成，总面积达

6000多平方米。
在源兴村，新农村建设、环

境整治、矛盾调解
等 村 里 的 大 小 事
情，到处都有“三支
队伍”人员忙碌的
身影。去年，该村
土地合作社计划流
转 500 余亩连片土
地，用于承租给一
家公司种植莲藕，
涉及江一组李宙平
等村民的土地，然

而李宙平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得知情况
后，李永强主动上门沟通，了解其诉求，最终圆
满解决。仅此一项，源兴村土地合作社就获得
土地租金10多万元。

高桥墟村民、郴州资兴两级人大代表谢立
煌去年针对微信群中有群众反映大丰洞水库水
质差的问题，他第一时间全面了解情况，争取相
关部门重视，对原有的供水设备等进行更换，改
善了水质，解决了碑记片 1 万多群众的饮水安
全问题。当地村民表示，谢立煌代表还经常上
门入户，了解群众诉求，每年为大家解决不少实
实在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村民的认同感和满意度，提升
“三支队伍”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三都镇各村
将“三支队伍”人员姓名、联系方式公布在村级公
示栏中，便于村民及时联系和监督。同时，通过
定目标、定任务，实行绩效考核检验其工作成效，
确保村民反馈的需求和问题得到及时处理。

近年来，源兴村通过“线上线下”乡村治理
模式，推动了该村“支部农场”莲虾养殖、肉牛
养殖、优质稻、猕猴桃、南竹等产业发展，也促
进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厕所革命”、村组道
路修缮等公共事业发展。目前，该村新增农业
合作社 5 家，种养大户 26 户，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 2.73万元。

三都镇70多名党员干部都驻村驻点，也是
村民微信群的成员，对急、难、重等硬骨头问题，
他们都是冲在最前面。驻流华湾村干部罗发
忠，从微信平台得知该村刘家组与谢家组因坟
山权属纠纷可能引发重大不稳定因素后，主动
介入调解。通过查史料、走访知情群众，及时化
解了一触即发的矛盾。

“镇村两级结合各村特点，以‘线上线下’互
补的治理模式，解决群众实际需求和问题，进一
步激发村民自治意识，真正做到民管民用民受
益。”三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欧瑞华介绍道，全
镇“三支队伍”共有1800多人，每天都在为群众
解决身边的各种问题和诉求。

2018年来，仅源兴村通过“线上全联通、线
下全联系”乡村治理模式，矛盾纠纷发生率下降
60%，信访总量下降 66%，实现刑事治安案件
数、群体信访数、安全生产事故全为“零”，综治
民调从之前的72名跃升至2019年的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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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观察

整合能人，“三支队伍”促自治

搭建平台，线上线下聚民意

服务为民，构建和谐幸福乡村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治理。图为
欣欣向荣的三都镇流华湾古村。

得益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三都镇的旅游越来越旺。

资兴市委主要领导深入三都镇调研基层社会治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资兴市委宣传部提供）

10 月 13 日，源兴村党总支书记李进松（左
一）在田间调查村民反映的问题。

何庆辉 摄

源兴村新建的村部大楼。 何庆辉 摄

源兴村将“三支队伍”人员姓名、联系
方式公布于村中。 何庆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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