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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含一园近水远山，笔临四季繁花
烟树——这是无数人，特别是中老年的
理想家居图。莱芜新东方华庭社区服务
中心就让这一理想变为现实：社区将面
朝城市最大公园的一座楼盘一至三层建
成居民活动中心，设置书画室、棋牌
室、读书室、舞蹈室、儿童乐园等，当
然还有居民服务大厅。

新东方华庭是一处物业小区，同时
也是一个社区。从规划阶段，就把居民
活动中心考虑进去。但记者更关心的是
那些老旧社区。原本没有居民活动中心
的老旧社区，或是由多个小区、单位构
成的大社区，该如何建设居民服务中
心呢？

岳长胜说，“领导重视是个突破
口。我觉得，有一位懂社区，又从心底
重视社区建设的领导，这个很重要。”
这一说法毕司东也赞同。他说，“莱芜
社区管理的成果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
重视。莱芜市委书记王良把城市社区作
为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关
键，多次调度工作进展，社区建设工作
组也由市长王磊任组长。”

近年来，莱芜的社区建设逐步深
化，仅社区建设领导工作小组就包括
34 个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门可罗雀
的高档餐馆、会所变成了社区服务中

心，戴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庆仁的办公
室变成了居民们的棋牌室⋯⋯

新建、扩展、装修这些社区服务中心
需要钱。2013 年以来，莱芜市区两级先
后为社区建设投入了 5000 多万元。如此
大方花钱在近两年的莱芜很少见。

莱芜因钢铁而生，以钢铁为主业。近
年来低迷的钢材市场影响了城市的财政收
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新市民涌进
城市，城市的改造迫在眉睫。

新旧矛盾交织，社区问题日益凸现。
在莱城区副区长朱爱莲看来，莱芜的社区
建设与管理创新，都是被“逼”出来的，

“为现实所逼，也为责任心所逼用。”
2013 年 ， 莱 芜 市 委 、 市 政 府 提 出

“一年规范、两年提升、三年创先”的目
标要求，制定出台了 《关于加强城乡社区

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在组织领导、
财政投入、政策支持、队伍建设等方面
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城市社区发展的政策
措施。2013 年 4 月至 6 月，莱芜启动了
城市社区建设“百日攻坚”行动——
100 天基本做到社区有人、有钱、有场
所。

回忆起那 100 天，莱城区民政局副
局长马学秀至今“心有余悸”。因为找
不到合适的场所，这个老资格的基层干
部曾急得掉了眼泪。马学秀的办法是，
抄底那些急于脱手的 KTV、大酒楼等
餐饮娱乐场所。这些场所大都地段好，
又有较大的场地建服务大厅。或租或
买，竟然屡试不爽。

当然，对居民而言，社区办公场所再
漂亮，也比不上工作人员态度好、素质高

来得更实际。记者在莱芜清馨园、北坦、吕
花园等社区看到，在服务大厅为居民办事
的多是 20 来岁的年轻人，王涛就是他们中
的一员。他说，2014 年 4 月以前，莱芜全市
城市社区仅有 236 名工作人员，其中 200
人还是居委会成员，真正的社区专职工作
人员仅有 36 人。“百日攻坚”中，莱芜面向
社会招聘了 163 名专职社区工作人员，其
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130 人，占 80%，他们
的工资均由财政承担。

除了人员工资，社区工作经费也是一
项长期的大开销。为此，莱芜制定出台了
专门办法，市、区财政按照 5:5 的比例，
年初列支全市社区办公服务用房补贴、人
员生活补贴和工作经费补贴 3 项资金，实
行年初预拨、年底结算。

细看账目，更能体会莱芜在社区管理
上的用心。市级财政按每年每千户 3 万
元，当年每新增 1 户加 10 元的标准给予
社区工作经费补助，社区服务收入和“费
随事转”经费全部留作社区工作经费。这
个标准比山东省标准要高，甚至比上海市
的补助标准还要高。算下来，每个社区每
年办公服务用房补助资金达到 10 万元，
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生活补贴为每人每月
2000 元。区级财政则为每个社区和社区
工作者建立专户，确保各项资金和补贴由
区财政直接拨付到社区和社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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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东省莱芜市徐家河社区，记者的第一感觉是“不真实”。愣了好一会神儿，我们才意识

到这“不真实”表现在：不见一户防盗窗、不见一片垃圾、不见一个小广告、不见一辆乱停的汽车。

近年来，莱芜在居民社区建设与管理创新上，形成了独特的管理机制，像徐家河这样整洁，邻

里和睦的社区在莱芜比比皆是。社区工作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社区服务如何才能让群众更

满意？请看《经济日报》记者近日来自山东莱芜社区的调查——

在莱芜采访的第一站是莱芜市经济开
发区张家洼街道徐家河社区。这里是原来
的徐家河村。2010 年城中村改造后，村庄
变成了城市社区，居民也从 800 多人增加
到 4000多人。

“一进我们小区就觉得亮堂吧？”迎上
来的徐家河社区党支部书记王作泉很愿意
带着记者在院子里多转转、多看看。

在看过各种服务后，最让记者吃惊的
是这里每平方米每月 0.6 元的物业费，这
在莱芜还算是贵的。物业费如此之低，是
因为物业公司是社区自己办的。在莱芜，
绝大多数社区都是自办物业公司，员工多
是社区居民，大家的事儿大家管。物业公
司不求盈利，收取的物业费只用于员工工
资和公用水电等开支。

小区里不设垃圾桶，物业工作人员每
天定时到单元楼门口收垃圾，所以这里无
论街道还是楼道，不见一片垃圾，自然不会

有苍蝇。因为管理严格，小偷不敢进来，贴
小广告的也不敢进小区。刚开始时，有人把
开锁的小广告贴到楼道墙上，社区工作人
员就打电话“请”其来开锁。“他来了，我们
就跟他说，你贴的，你要负责给俺弄干净，
恢复原样。”王作泉把他的管理经验告诉记
者，“其实没有什么难的，就看你肯不肯管，
是不是把社区当自己家。”

把社区当自己的家，这一理念在莱芜
几乎是工作准则。从市领导到社区保洁员，
凡谈到社区工作、做有关社区的事，都会流
露出这种意识。

徐家河社区共有 22 名保洁人员，他们
每天都会骑着电动垃圾车在小区穿行。保
洁员魏建平一件件地拿工具给记者看，“都
是清洁队自制的，省钱又好用。”扫帚是麻
袋拆成线后捆扎在长木杆上制成，簸箕则
是铁丝环套废旧编织袋、再绑上一根长杆。

记者随魏建平走了 3 条主干道和 19

号楼前的小路。她一边走，一边刷刷刷地扫
着地面。记者并没见到明显的尘土，也没有
一丁点纸屑、烟头，但她还是认真地用力地
扫着她看不见的浮尘。

徐家河社区物业公司聘用了不少像魏
建平一样的本区居民。王作泉介绍，“自己人
管自己小区的事，知根知底效果好。比如，虽
说有全方位覆盖的监控网，但居民们还是主
动报名组成一支昼夜巡逻的巡防队，大家都
上心，小区居民也就不再装防盗窗了。”

因为是自己管理，社区里没有公共用
电的浪费，也没有公共用水的跑冒滴漏。老
奶奶们带孙子晒太阳时，会在婴儿车边挂
一个装垃圾的小塑料袋，老爷爷们在社区
服务中心下棋时，也会把烟头掐灭后自己
装起来带回家。

为了得到最真实的情况，在第二天人
流最多的时候，记者悄悄重访了徐家河小
区，结果一如前一天所见。莱芜市民政局副
局长岳长胜听了记者的经历后笑了，“莱芜
社区管理水平都差不多，有工夫你们随便
看。”自信满满的言外之意是不怕看。

在社区管理方面，莱芜是这样特别。与
莱芜分管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副市长毕司东
交流，问管理经验更问工作难度。他只是平
静地说，“心用到哪儿，工作就能做到哪儿。”

心为什么这么“偏”向社区建设与管
理？“我们讲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在哪儿？
在社区里啊。他或许没有工作、没有单位，
但他一定住在一个社区里。”毕司东说。

管理 把社区当自己的家管理 把社区当自己的家

“绝对是真的。”莱芜市高新区鹏泉
街道程故事社区居民王宪清向记者证
实。2001 年退休后，他买了一套程故事社
区的房子。作为外来户，老王与其他居民
一样，每月缴纳的物业费也是 20 元，大约
相当于每平方米 0.2 元多，这一价格在莱
芜属于中等水平。

王宪清看着装修很好的社区剧场很
得意。老王告诉记者，他参加了社区艺术
团，每周都来社区剧场排练几次。街道和
社区都给艺术团资金支持，购买了流动舞
台，他们每月都能到别的社区和农村演
出，感觉很快乐。

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安排好了，社区的
其他服务同样跟得上吗？毕司东带着记者
来到莱芜市戴花园社区。

3月 24日临近中午，戴花园社区工作
人员吕芃总算能喘口气了。“我能先喝口
水吗？上午有 20 多个人来落户的，忙得我
连水都没顾得上喝。”吕芃说，今天没赶上
周末和节假日，还不算最忙的。

吕芃她们做的一些工作不在社区工

作范围内，记者就此问毕司东，社区服务
工作是否太宽泛。毕司东说，“居民生活的
宽度就是我们社区工作的宽度。这些服务
我们总结为‘10+X’。”

10是基本公共服务，X是特色创新服
务。戴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庆仁告诉记
者，莱芜要求社区对10项共计200多个服
务子项目实行全程代理。X 项目则依社区
需求而创新。比如老人日间照料中心。记者
走访的8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几间放置了
小床的屋子。房间分单人间和多人间，床上

铺着干净的被褥，墙上装有液晶电视。照料
中心有小厨房，专给老人做午饭。

此外，莱芜的很多社区还有一项 X 创
新服务叫“四点半学校”。

3月 23日下午四点，莱城区花园学校
放学了。四年级 4 班学生亓玉照走出校
门，走向举着“四点半学校”牌子的刘帅。
刘帅是戴花园社区员工，也是社区“四点
半学校”的老师。见学生们陆续到齐了，刘
帅领着他们回到 200 米外的戴花园社区
服务中心 3 层“教室”。这间能容纳 70 人

的会议室，四点半以前是社区大学、会议
室等，而四点半到晚上就是“四点半学校”
了。

找到位置坐下后，亓玉照开始做作
业。小姑娘告诉记者，她很愿意来这里，

“老师辅导得好，我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
问。教室暖和又安静，很适合我们做作业，
还可以打印资料呢。”

晚上六点半，亓玉照的父亲亓立忠赶
来接女儿。“幸亏有（四点半学校）！”亓立
忠对记者说，“我和爱人文化水平都不高，
没有能力辅导孩子，这里的老师都是师范
专业的，比我们强多了。这里离学校和家
都不远，我们很放心。”

“四点半学校”是戴花园社区最亮的X
项目之一。凡是生活居住在社区范围内，
包括18个驻区单位的孩子均可免费入学。

按照要求，莱芜各个社区在 10 项基
本公共服务之外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特
色服务。目前，莱芜全市城市社区特色服
务品牌达 89 个，管理型社区真真正正地
向服务型社区转变。

服务 新老居民平等共享

把社区当自己的家，这一理念在莱芜几乎是工作准则。从市领导到

社区保洁员，凡谈到社区工作、做有关社区的事，都会流露出这种意识。

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让社区成为居民温暖的港湾。

建设 完善人财物保障机制

着力突破影响群众

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 蒋昆生

莱芜经验可在部分新城镇推广
——访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牛颖

本报记者 佘 颖

在莱芜，从办理准生证到养老保险，从接孩子放学到照料老人，“只要

居民张嘴，社区干部就会认真跑腿”。只要是社区里的住户，不仅物业费

一样，社区的各种服务也平等共享。这是真的吗？

莱芜的社区建设与管理方式，有些有明确的政策法规依据，有些还

没有。为此，莱芜市委、市政府从完善人财物保障机制入手，使社区建

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山东

省莱芜市将建好社区作为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重要举措，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狠抓问题

解决，大力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体系建设，形成

了人往社区走、钱往社区投、政策往社区倾斜的良好导向。

一是建强联系服务群众的组织体系。莱芜市切实加

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完善以社区居民委员会为龙头的

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围绕居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区卫生

脏乱差等老大难问题，创新构建社区物业管理机制，将指

导物业服务纳入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职责，将开展物业

管理纳入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范畴，丰富了社区居民自治

的实践形式。通过实行社区居民委员会指导下的社区准

物业管理，既降低了老旧小区物业费征收标准，改善了社

区环境和秩序；又开发了社区就业岗位，拓宽了社区就业

和再就业渠道；既调动了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培养了社

区意识和社会公德；又扩大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影响力，

拉近了社区党员干部和居民群众之间的距离。

二是建强联系服务群众的运行体系。莱芜市始终将

服务群众、造福居民作为社区建设的主旋律和生命线，围

绕居民群众办事难、活动难、老人照料难、儿童托管难等

突出问题，创新构建“10+X”社区服务机制，将服务对象

扩展到外来居民、将服务项目拓宽到生活服务，实现了社

区服务与居民需求的有效对接。通过发展公共服务基础

上的特色社区服务项目，既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覆

盖，提升了办结率和满意率，又满足了老年人、未成年人、

残疾人的特殊需求，推进了精细化和人性化；既保障了外

来居民的平等权益，营造了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融入社

区的良好氛围，又扩大了社区活动的辐射半径，推动了城

乡社区资源共享和发展结对。

三是建强联系服务群众的保障体系。莱芜市高度重视

社区建设，形成党政领导高位推动、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的良好态势，有效凝聚了推进社区建设的

“正能量”，创造了保障社区发展的“微环境”。特别是围绕

社区无人办事、无钱办事、无场所办事等瓶颈问题，创新构

建社区经费长效投入机制，将社区服务设施改造纳入市委

市政府专项行动，将社区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纳入政府财政

预算，确保社区组织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有效的

服务和管理。通过拓宽政府投入主导的社区经费多元保障

渠道，既消除了长期制约社区建设的资金困扰，增添了社区建

设和发展的后劲，又整合利用了社区闲散资源，减少了不必要

的投入和浪费；既突出了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为

广大社区工作者吃了一颗“定心丸”，又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

热情，为社会资本投入社区建设注射了一针“兴奋剂”。

山东省莱芜市的社区建设经验告诉我们：社区是联

系和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社区建设是加强和改进作风

建设的有效途径。我们必须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认真解

决群众问题，密切保持群众联系，以社区建设新实招促成

作风建设的新进展，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

革发展的强大力量！

山东莱芜将街道功能下沉到社区，并由社区集体经
济自办物业公司，这一做法业内如何看待？近日，本报记
者专访了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牛颖。

记者：您如何看待莱芜的这种做法？

牛颖：我认为，这些做法其实是延续了我国传统的农
村社会管理模式，以村民共同利益为管理基础，基层组织
通过制定民间规约，集互助互济、行为规范、调处纠纷于
一体，极大地节约了社会管理成本，是社区建设，尤其是
城乡新型社区建设体制机制的重大创新。

记者：您觉得，莱芜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管理方式？

牛颖：莱芜能够建立这样的社区管理体制有两大前
提条件，一是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村改居小区，在集体资
产完成改制后，把村集体资产纳入社区经济组织，保证了
社区对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二是社区党支部有相对强
势的当家人。同时，山东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熟人社会向
心力强，本地居民居住率高，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
在四川、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大量年轻人都要去城市打
工，一般都希望村里的集体资产确权到户，个人股部分落
袋为安，不愿意再由村集体管理。在城市纯商业小区，物
业公司大都是商业运作，既缺乏熟人社区的管理基础，政
府也不会出面补贴物业公司。

记者：您认为莱芜经验能否在其他地区复制？

牛颖：当前，我国有近 10 万个城市社区和近 60 万个
农村社区，是群众生活居住的主要场所，社区居委会本该
在居民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量城
市居委会与居民联系很少，农村社区传统“村党支部书
记”、“生产队长”式的管理模式依然盛行。

创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绝不能
离开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阶段的特殊国情，可以适
当汲取传统社会管理中的有益经验。我认为，莱芜经验
在农村地区比较容易被复制，在集体资产改制未完成的
新城镇和保留集体经济的城市地区也有推广的可能，例
如山东其他地区和江浙地区。

上图 图为莱芜市徐家河社

区的志愿服务队。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上图 图为莱芜市徐家河社

区的志愿服务队。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下图 在莱芜市戴花园开设的“四点半学

校”里，老师正在给一名小学生辅导作业。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21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4∶15 印完时间：5∶45 本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