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

第40卷 第6期
2019年11月

市

学

刊

Vol. 40 No.6

JOURNAL OF URBAN STUDIES

Nov. 2019

湖南基层社区管理优化研究
莫连光
（湖南城市学院 管理学院，湖南 益阳
摘

413000）

要：当前湖南基层社区管理存在政府行政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没有理顺、法规政策不健全、社区建设

政策执行不力、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社区服务资金不够等相关问题。其解决方案应是政府在基层社区管理
中发挥主导作用，实现基层社区管理自治、组建基层社区居民自治会、完善基层社区经费保障机制、加强社
区管理队伍建设，建立“费随事转+绩效奖励”的薪酬体制，切实实现社区自治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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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届、十八届

个，其中城市社区 2 678 个，乡镇社区 2 272 个，

全会相继提出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全面改进
城市社区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型社区管理与社区

农村社区 4 482 个。已有 10 个县（市、区）被命
名为“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1 个

服务，将城乡社区建设成为文明祥和、社区居民

城市、7 个城区、9 个街道、4 个县（市）被授予

自觉参与社区管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共
同体。首先，把社区建设从城市拓展到农村，利

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
53 个社区被授予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

用城市社区建设带动农村社区建设，逐步实现城

位”；2 个区被命名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

乡社区建设协调发展；其次，社区建设的改革重
点是社区服务体制与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逐步

新实验区”。长沙市天心区等 20 个单位被湖南省
确认为全省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实验时间

改革现有社区管理体制，最终实现基层社区管理

从 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7 月，为期两年。

自治，与政府相关行政管理机制进行有效衔接。
通过社区服务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社区社会团体

目前，湖南城市社区建设遵循“一社（区）
一居（民委员会）”思路，构建了以社区党组织

与社区政府平等有效合作的社区服务体制；最后，

为平台核心、以居民委员会为平台主体、以服务

社区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区，通过扩大居民
主动参与，促进居民之间相互交往，构建一个由

设施为依托、以居民自治制度为保障的城乡基层
社区社会服务管理平台，社区管理体制建设具有

“各种共同体构成的、自主的、自我治理的社会

鲜明的特点：一是社区权力主体的群众性，二是

[1]

领域”， 建立经济、社会、政治等生活共同体
组成的社会结构。因此，遵循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系列改革精神，充分借鉴国外社区
发展的成功经验，坚持从省情出发，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务实管用原则，对湖南近年来的社区管
理工作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建
议，对于推进湖南基层社区管理改革意义重大。
一、湖南基层社区建设基本情况
截止 2018 年 8 月，湖南省现有城乡社区 9 432

社区权力秩序的政治性，三是社区权力运用的民
主性。
二、湖南基层社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的来说，近年湖南基层社区建设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且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但与群众的期
盼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仍存在一定的距离，[2]主要
表现如下：
（一）政府行政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没有理顺
调研发现，目前湖南省的基层社区都承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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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的行政事务，成为街道办事处的职能执

由拖而不办，有的甚至拒绝执行。结果导致有些

行部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

优惠政策只能停留在纸上，停留在口头上，得不

[3]

要理顺社区管理体制，首先要摆正社区与街道

到落实。尤其在一些老城区，由居委会转型成立

办事处之间的关系。社区自治问题是社区管理体

的社区，环境差，基础设施短缺，社区条件不能

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教

适应现代社区的管理与服务。

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四）基层社区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
目前，我省基层社区居委会成员年龄普遍偏

对社区居委属性的一个基本界定。社区自治程度

大，年龄在 30 岁及以下人员所占比率还不到

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摆脱行政化的工作模式，

20%；社区“两委”成员与业主委员会交叉任职

理顺条块关系、转变政府工作职能的问题解决了，

率为 4.4%；大专以上学历人员约占 39.4%，女性

良性的社区管理体制也就相应建立起来了。当前

占绝大多数，人员来源渠道多样，取得助理社区

的实际情况是街道办事处（以下称街办）是政府

工作师以上资格的仅占 3%，远远低于华东与华

的基层组织，街办与基层社区居委会之间的关系

南等发达地区平均水平。基层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理应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在实际运行过程

员数量普遍不足，一人要管理、服务几千、甚至

中，街办被当成了一级政府，它与社区居委会成

上万名居民。且从事社区工作的员工大多为女性，

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级政府管理部门通过

许多基层社区的员工不是通过招聘考试选优进

所设职能机构向街办下达行政任务，分派指标，
街办须花费较多的精力去完成上级部门的摊派任

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较难适应网络化和信息
化管理要求，有时为了创卫生城市或创文明城市

务，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暇顾及。街办同样把任务

等任务，加班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工作时间虽长，

分派给社区居委会，于是社区往往要被动接受上
等繁多的行政工作，这与社区自治的根本要求是

但工作效率不高。
（五）基层社区服务资金不够
正常服务资源的供给和利用是基层社区服务

相背离的。[3]

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前提。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成

级政府相关职能主管部门的检查、验收、考评等

（二）社区建设缺乏与时俱进的法律法规支撑
最近几年，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了当今社区管理的一大趋势。当前湖南省社区建

有关城乡社区建设的文件，但实际执行过程中，
由于相应监督约束机制缺乏，使社区服务与管理

发展离不开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基层社区建设

工作无章可寻。目前，我国规范社区建设工作的
专门法律文件只有 198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财政资金，
这是社区经费的主要来源；二是社区服务项目收

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至今已有 29 年，许多法

入资金；三是各种捐助资金。基层社区服务基本

律规定与现实情况脱节，一些新的情况缺乏法律
规范，特别是社区这一概念没有在法律条文中得

上属于公益性的服务，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
系的有效组成部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因此，

到充分体现。城乡社区居民的生活对社区依赖性

政府的财政投入应该是社区服务资金的最主要来

不强，与社区发展相互协调性不高。同时，现有
相关法律法规对城乡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缺乏必要

源，但政府投入往往得不到保证，加之社区自身
无固定收入，社区服务的资金保障缺口较大。调

的支持，使得改革难以进一步向纵深拓展。

研发现，社区所有使用经费中来源于政府财政拨

（三）基层社区建设政策执行不力
湖南省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先后出台了一

设同样也处于这一潮流中，基层社区服务事业的
资金短缺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基层社区的费用

款的资金仅占全部资金的 12%左右（几个城市社
区年支出费用在 85 万左右，但政府财政直接拨款

系列促进基层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优惠政策，但这
些优惠政策的原则性太强，导致有的在实践中缺

只有 10 万元左右），为了保证社区的正常运转，
社区管理人员得想方设法去筹集资金，这严重影

乏可操作性，有的在落实上只能打折扣。又由于

响了社区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有些部门在
政策执行时利己主义严重，对自己部门有利的政

三、湖南基层社区建设优化建议

策就执行，对自己部门不利的政策就寻找各种理

当前湖南省基层社区管理体制出现的问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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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影响到了社区的正常建设与管理，阻碍了城市

管理的格局，并且通过调整基层社区规模，强化

文明程度的提升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我们认为，

基层社区的服务、管理以及监督职能，增加地方

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政府投入，逐步建立起由基层社区党组织领导、

应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地方政府指导和监督、基层社区居民主动参与、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在分配社会利益、
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公

基层社区自治管理的大社区。[4]这种模式，不仅

正等公共管理事务中应起主要作用。政府在基层

表大会和基层社区委员会等居民自治机构体现基

社区建设中应起主导作用（动员、倡导），在社

层社区居民民主参与。

区建设中给予应有的经济和政策支持，并对社区

加强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协调，管理上更利于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通过基层社区成员代

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广泛宣传与推广，促进基层

(四）组建居民议事会
基层社区建设应坚持居民自愿参与、自主选

社区的资源聚集与整合，保障基层社区的可持续

择的议事方式。根据社区的基本特点，坚持以社

发展，使基层社区人人能主动自愿参与社区建设

区居民为中心，以居民自愿参与为核心，实现社

与管理。

区居民的自我管理、社区的自我治理。基层社区

（二）理顺基层社区职能
解决基层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是理顺
基层社区职能的关键。理清基层社区居委会的基

居民议事会是社区中的最基础、最核心的群众议
事组织，在基层社区党委的领导下，居民通过自

本职责，优化组织结构，化解基层社区居委会工

愿报名、自愿参加、民主推荐等确定议事会成员，
并从中选举出会长等议事会管理人员。在社区党

作负担过重、行政色彩过浓、自治功能不强的问

委的组织领导下，对本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与

题。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强化基层社区自我管

决策，对社区服务需求、公共事务项目的实施、
重点工作的开展等进行监督。

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功能。
基层社区主要职能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一是基层社区公共服务职能，主要包括社区救助、

（五）完善基层社区管理经费保障机制
没有经费就没有保障，如何保障社区经费成

养老、就业、安全、卫生、文化建设等各项公共

为社区管理的头等大事。社区事务基本上是公共

服务，由基层社区工作站（服务站）承担。二是

事务，因此首先要将基层社区管理经费纳入政府

基层社区党建，基层社区党组织应该统揽全局、

财政预算，按照“明确职能、核定人员、保证财

协调各方的职责，指导和领导好基层社区居委会

力、逐年增加” 的原则，严格保障社区管理的正

的工作，支持、保证和协调社区各类社会组织充
分行使各自的职能。三是基层社区自治。以选举

常办公经费。其次是要及时发放基层社区管理人
员的工资。最后是社区公共事务服务资金的保障。

制为核心，积极推进基层社区居民自治。四是社

基层社区居民议事会要确定每月为辖区居民应该

会管理与监督，协助当地政府和辖区单位做好本
社区的管理与服务。发挥社区居民的民主监督作

办理、解决的公共事务，根据相关事务，逐一落
实各项资金，确保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转。

用，监督辖区内单位和当地政府正确行使权利和
履行义务。按照以上基层社区的四项基本职能要
求，基层社区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归属社区服务
站，城管执法、街道经济发展等政府职能归属到
政府相关部门。
（三）构建基层社区组织自治型模式
解决基层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构建
基层社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自治

（六）加强管理队伍素质建设
要搞好社区的服务，首先要加强管理队伍的
素质建设。面对当前社区建设中涌现的新问题、
新技术、新理念，搞好基层社区管理干部的业务
与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更新观念、更新思想，
更新知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信息化时代建
设基层社区的实践工作中创新管理手段，更新管
理工具，提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不断优化基层

型模式。基层社区管理应以居民自治、自主决策

社区管理人员的知识、年龄结构，提高管理队伍

为核心。将城区的政府组织结构引入基层社区，
形成基层社区党组织、基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

中年青人的比重，鼓励高学历懂现代信息技术的
年青大学生参与社区管理。一方面，政府要给与

基层社区委员会、基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共同

积极的支持，给与较高的待遇和激励政策，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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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优秀的专业社区管理人才走向基层。另一方

社区有 3 000 户，原则配备 15 名社工（含工作站

面，各人才培养单位要积极配合，积极培育社区

人员），社区书记根据社区实际情况，配备 14

管理专业人才，加大对社区专业管理人才的培养

名社工，年终街道进行绩效考核，成绩良好者将

力度，为社区管理储备人才。加大面向社会的公

多余 1 名社工的薪资作为绩效分给各个社工，以

开选聘，从社会中公开选用优秀的专业的基层社

资奖励，调动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社区工

区管理人才。其次要加强宣传，要呼吁社会的广

作者的工作效率。

泛支持，努力提升社区居民的自主参与意识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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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Hunan grass-roots community management has many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the laws and
policies are not sound. The function is not clear,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lack of environmental support, the community
staff specialization level is not high. The community service fund is not enough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Its solution should b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building community autonomy at the local level, a grass-roots
community residents autonomy. It is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ensuring adequate funding for grassroots community, to
strengthen community management team construction, to establish “fee + performance bonus with things” salary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community self-management and self-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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