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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落后、环境卫生差是城
中村最被人诟病的一大顽疾，以往政
府的大包大揽并不能解决社区的实际
需要，哪里该整治，怎么整治，一定要
由居民决定。

在后埔社区村民 8 组聚居地，一
棵需双人合抱的大榕树郁郁葱葱，几
个居民正在这里休闲纳凉。社区环境
卫生协管员陈莲萍告诉记者，以往可
不是这样，从 7 组到 8 组聚居地之
间，有一段长约 150 米的农贸市场通
道，因排水不畅，下水道跑冒水是经
常的事。尽管环卫工人每天都进行清
理，但效果并不理想，常年路面湿
滑，行人经过得格外小心，榕树周围
也 总 是 污 水 横 流 ， 居 民 对 此 意 见
很大。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开始
后，社区向居民征求意见，8 组居民
提出改造排水系统的要求，被社区居
委会采纳。按照社区出大头，小组出
小头，群众筹一点的思路，共投入

36 万 元 对 排 水 系 统 进 行 了 彻 底 改
造，对社区两棵古榕树围栏也一并进
行美化提升，根除了下水道跑冒水和
路面湿滑的现象，榕树下成了居民休
闲的好去处。

“环境卫生是居民非常关心的问
题，但是在市、区层面，百十米的下水
道、社区垃圾桶、公厕等都是一些小问
题，难以纳入统一的整治计划，因此长
期得不到解决。”叶建力说，“美丽厦
门”行动实施以来，社区利用社区网
站、座谈会、走家入户等形式，广泛征
求社区居民意见，两年来汇总并实施
了 10 多项办实事项目。如实行村改
居物业管理模式，投入 60 多万元对垃
圾桶升级；投入 200 多万元建设压缩
式清洁楼和标准化公厕，加强环境卫
生整治，去年以来共清理卫生死角 15
处，清理杂物 30 余车，清理水沟 600
余米，整治占道经营 380 余起，营造干
净整洁卫生环境，提升居民居住生活
品质。

“以前我们想解决这些问题，苦于
缺乏资金，一直没有能力进行改造。

‘美丽厦门’行动给我们带来了‘以奖
代补’的好政策，市、区、街道都提供相
应的资金支持，终于有能力对环境卫
生进行全面整治了。”叶建力介绍，祥
岭路西侧路口贯穿整个薛岭社的排水
管道改造和双浦路新景华府国际至吕
岭路的排洪管沟建设，分别投入 80 万
元和 240 万元，8 组、9 组两个易涝点
道路排污管道改造和浦园社道路排水
提升改造两个项目总投资 233 万元，
这些都是在“以奖代补”资金支持下得
以完成的。

后埔社区居委会主任陈自权告诉
记者，除进行硬件改造外，社区还成
立了专门的清洁保洁队伍，对社区卫
生进行 24 小时全天候保洁。一年多
来，随着治安和环境的改善，来租房
的人更多了，目前外来人口已经达到
8 万人，当地居民房租收入也有所
增加。

美丽共缔造 后埔展新颜
——福建厦门市城中村社区治理典型案例剖析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我国不少大城市中都散落着城中

村。长期以来，大多数城中村生活环

境堪忧，当地居民怨声载道，外来居民

抱怨连连。城中村该何去何从？政府

揪心，百姓忧心！在厦门，“美丽厦门

共同缔造”行动的实施，吹响了推进社

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号角，探索了城中村发展的方向，更点

燃了城中村居民共赴美好未来的梦

想。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厦门市试点

的城中村社区，环境焕然一新，治安状

况大为好转，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稳定

提高，外来居民生活更加便利舒适。

记者近日深入厦门后埔社区调研，探

访这一城中村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阅 读 提 示

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由于每个人对美的认知标准

不尽相同，能经得起不同人

最严苛挑剔的美才是真正的

美。城市之美更是如此。

城 市 之 美 必 须 面 面 俱

到。绝不能一边是鳞次栉比

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边是

低矮杂乱的老旧棚户区；也

不能一边是纵横交错的大马

路、立交桥，一边是曲折坑洼

的断头路、泥水路；更不能一

边是绿化带、城市公园的美

景，一边是生活区、背街小巷

的脏乱差。城市之美在于和

谐，容不得半点残缺。

城 市 之 美 必 须 人 人 满

意。绝不能只为领导的政绩

和上级领导的肯定而大搞形

象工程，而对广大市民迫切

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置之不

理；也不能千方百计让外来

游客享受美景和各种便利，

而让当地居民忍受混乱嘈杂

的生活环境和种种不便；更

不能只为富裕阶层提供高档

小区和高消费场所，而让普

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得不

到满足。城市属于身在其中

的每一个人，也属于整个社

会，城市之美在于公平，不能

有任何偏袒。

不可否认，经过 30 多年

的高速发展，我国大多数城

市正在越变越美，许多城市

远观已经和欧美一线城市不

相上下。但是近看之下，地下管网建设、交通管理、社

会服务等诸多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离广大市民的新

要求、新期待相差甚远。许多城市更是在形象建设上

大刀阔斧、大干快上，而对老百姓迫切需要改善的基础

设施置若罔闻。

诚然，面面俱到、人人满意的城市现实中很难找

到，但这应该是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一个

城市在面面俱到的路上走得越远，离人人满意的目标

就会越近。因此对于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来说，一方

面要改变过去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做法，杜绝形象工

程，把目光聚焦在老百姓生活的背街小巷和城市的犄

角旮旯，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美丽的风景；另一

方面也要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阳光普照到每个城市居

民，让大家共享城市之美。

但是，在目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下，城市建设者

和管理者很难详尽准确把握每个人的需求和期待，更

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同时推进各种问题的解决。为

此，要大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多元化社区治理机

制建设，政府要转变职能，抓好城市整体规划和建设，

同时变行政推动者为政策、空间、资金等资源的提供

者，让城市社区、居民成为城市建设和社区治理的主

角，共同参与甚至主导社区建设和治理。随着每个社

区日渐完美，面面俱到、人人满意的城市之美也就不远

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之美，需要所有人共同

缔造。

治安混乱是城中村普遍存
在的大问题，症结就在于缺乏
监管。将社区每一个角落都置
于巡防队员和摄像头的监控之
下，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后埔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湖
里区江头街道，2003 年村改
居，社区面积 1.8 平方公里，下
辖后埔、薛岭、浦园 3 个自然
村，7 个居民小组和江头苑、嘉
隆公寓两个纯住宅小区，常住
人口不到 6000 人。由于后埔
位于厦门岛的几何中心，独特
的位置、四通八达的交通、相对
低廉的房租，使得后埔成为众
多外来打工者在厦门落脚的首
选之地，多年来外来人口都维
持在 7万人左右。

和其他城中村一样，租住
在后埔的以低收入群体居多，
主要是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
生，治安状况相对压力较大。

“以前，打架、盗窃等治安
事件时有发生。”后埔社区党委
书记叶建力告诉记者，安全是
老百姓关心的头等大事，安居
才能乐业。因此，后埔把提供
平安服务作为推进“美丽厦门
共同缔造”战略的首要抓手，狠
抓治安设施和队伍建设。

一年多来，后埔社区投入
近 300 万元，在全社区安装了
870 多 个 平 安 眼 视 频 监 控 探
头，实现技防全覆盖，打造厦门
首个最先进的“技防村”。同
时，组建了 60 多人的专职巡防
队伍，实行治安网格化管理、重

点区域常态化监管，推行出租房等级化管理。在每幢
居住 20 人以上的出租房内，配备一套视频监控系统、
一扇防盗磁卡门、一本循环登记簿、一名专职管理员、
一块民警警示牌。

在后埔社区警务室，社区巡防中队长苏德恩指着
监控大屏告诉记者：“原来的摄像头像素太低，稍远就
看不清人脸，作用十分有限。更换新的摄像头后，不但
像素提高了，而且监控范围基本覆盖全社区。现在，社
区里只要有犯罪行为就可以马上被发现，犯罪分子的
模样和行踪也可以立即锁定，大大提高了破案效率，对
犯罪分子起到极大震慑作用。”

记者看到，后埔的大街小巷都装有路灯，即使晚上
也能从监控大屏看清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一旦发现
可疑情况，附近巡逻的巡防队员能迅速到位。另外，每
家每户还都安装了平安铃，居民遇到困难或危险时，只
要按响平安铃，便可迅即得到回应。“现在治安案件大
幅下降，从 2008 年最多时的 1300 多件降到了去年的
500 多件，居民的安全感明显提升。”金山派出所后埔
社区二队副队长赵玺说。

过去政府是社区的家长，社区治理都是从上到下，
居民不买账、效果不明显。现在，政府简政放权，甘做
后盾，让居民成为真正的主人，激发了社区居民自治的
热情。

夜晚，是后埔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结束了一天
工作的人们或买菜购物，或尽情享受美食。后埔，已经
成为城中村新老居民心目中“温暖的家”。

社会治理以往都是政府的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设施等只有纳入政府统一规划才有可能进行建设改
造。在多元共治的“共同缔造”理念下，厦门市政府充
分简政放权，不断推动“资源下沉、权力下放、人力下
移、资金下投”，把社区治理的权力还给社区居民，把本
应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从社区居委会剥离。这样，社
区居委会可以把更多的资源、人力、财力投入到社区
治理。

对于广大居民来说，以前只有接受管理的义务；
而现在，他们真正成了社区的主人，拥有了“共谋、
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权力，树立了“社区是
我家”的“共同精神”，这是“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行动的魅力所在，更是厦门成为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
根本保障。

如今的后埔，社区党委是领导核心，社区居委会
全面负责社区治理；社区发展理事会、老人协会、宗
亲理事会、宫庙理事会等社会组织是重要组成力量，
通过多元共管参与社区治理；居民可以通过“居民代
表会议”参与社区各项决策，也可通过座谈会或直接
向社区提出意见建议，外来人员也可通过各种协会参
与社区的治理。对于社区治理的效果，广大居民也可
以参与共评，确保各项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王蒙徽说：“‘美丽厦
门共同缔造’，核心在共同，基础在社区，关键在群众参
与，根本在培育精神。”透过后埔巨变，我们仿佛看到了
越来越多城中村美好的未来。

城中村有相当一部分当地居民都是
失地农民，租房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
紧跟城市发展步伐，建设社区发展项目，
成为社区居民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

外来人口多了，最高兴的是社区失
地农民，因为这意味着房子好租、房租
坚挺、收入增加，但他们心里还是不踏
实。“很多出租房都是村民自己建起来
的，大多没有正规手续，不知道什么时
候会被拆掉，一旦被拆，收入来源就没
有保障了。”李庆贺的担心代表着大多数
失地农民的心声，也是摆在社区居委会
面前的一道难题。

1953 年出生于后埔的李庆贺一直生
活在这里，原来家里有责任田，全家靠种
田为生。1993 年，随着社区最后一块耕

地被征用为工厂厂房，房租就成了全家收
入的主要来源。其中一部分来自于征地
安置费盖起来的住房出租，另一部分来自
于集体厂房出租的分红。“分红每人每月
只有 100 元，全家老小 9口人也就 900 元，
出租房要是被拆掉，以后可就不知道该怎
么办了。”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的实施，给
社区失地农民带来了希望。根据《美丽厦
门发展规划》，厦门市为后埔规划了 13 万
多平方米的社区新发展用地项目。如何
用好这些地，在后埔引发了广泛讨论。

“一开始很多人建议进行商品房开
发，这样房子一卖就能有一笔非常可观
的收入，但叶书记觉得这样管得了一
时，管不了长远。”后埔股份资产管理委

员会主任黄济民对记者说，“后来叶建力
带着居委会成员和居民代表进行了详细
考察和论证，确立了利用项目发展用地
自主进行商业化开发、居委会成立资产
管理公司进行项目运营、全体失地农民
以一定的股份成为股东享受分红的发展
模式，这样居民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
源。”

后埔社区发展项目包括 3 个部分：一
是小型写字楼，顺应政府产业转型趋势，
满足小微企业办公需求；二是与周边环境
和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经济性酒店；三是比
村民出租房档次稍高的白领公寓。

目前，整个社区发展项目正在分期
推进，将于 2018 年全部完工并投入使
用。黄济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一

套非常复杂的配股方式，社区 4350 多人
共配股 10670 股，平均每股 12 平方米左
右。按目前周边每平方米每月 25 至 30 元
的平均房租算，每股每月分红在 300 至
360 元，扣除各种成本、税收，每股每
月纯收入在 180 元左右。失地农民股份
最多的 3.5 股，最少的也有 2 股，这样全
社区居民人均每月分红能达到 440 元，
最少的每月也能有 180 元左右的收入，
即使自家的出租房被拆掉，也能够获得
一部分生活补助。

“我家大小 9 口人，算下来全家共有
24 股，今后每月分红能拿到 4320 元。”更
让李庆贺高兴的是，自己的股份将来还可
以转让和继承，这样只要项目不倒，子孙
后代都可以永享分红。

城中村人口流动快，是造成治安
混乱、环境卫生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
根源是医疗、教育、办事等公共服务的
缺乏。后埔的做法是加强服务设施建
设，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社区成为
大家“温暖的家”。

陈 小 琼 是 “ 新 厦 门 人 ” 中 的
“老”人。“新厦门人”是厦门市对户
籍不在厦门市的外来人口的统称，说

“老”是因为她 2004年从福建石狮来
厦门就一直住在这里。随着孩子的出
生，小孩上学问题摆在了她的面前。

“今年孩子已经 6岁多，担心孩子到 9
月份没学上，一度萌生离开后埔的念
头。后来听说，外来人员只要有暂住
证、连续两年以上交了社保、医保，
孩子就可以在社区学校上学，这样孩

子的上学问题就不用发愁了，所以我
们打算继续留在后埔。”陈小琼高兴
地说。

外来孩子能够在社区上学，除政
策宽松之外，更主要还是学位的增
加。据了解，前些年，为解决外来人员
子女上学问题，后埔社区把繁华商业
街的一处旧办公楼改建成民办学校，
并无偿将社区篮球场供学校使用。目
前辖区有两所民办学校，能为外来人
员子女提供 2500 多个学位。去年还
投入 400万元建成一所集体公办幼儿
园，可为外来人员子女提供近 350 个
学位，有效缓解了外来人员子女入学
难问题。

“外来人口占后埔的大多数，为他
们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社区的职

责所在。”后埔社区党委副书记陈雪梅
说，“美丽厦门”行动实施以来，后埔社
区建成了社区一站式标准化办事服务
大厅，开展错时服务、预约服务，设立
党员服务岗，为社区居民和外来人员
提供暂住申报、计生、劳动保障、就业
咨询、文教、残疾人服务等便捷高效的
服务；成立“流动妇女平安之家”，为妇
女提供技能培训、法律维权等服务，每
年免费为外来女工进行妇科病普查普
治；免费开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每年
组织不少于 8 场次的外来人员文化
活动。

日益改善的治安和环境，日渐完
善和便利的服务，让后埔的“新厦门
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老”人不想走
了，“新”人也更多了。

治安改善

：人眼加电眼

监控全覆盖

发展稳定：居民变股民 生活乐无忧

服务强化：内外一家亲 服务均等化

环境提升：哪里该整治 居民说了算

社区治理：

政府职能转 居民心态变

全民同塑城市之美

薛志伟

①①

②

③③
图①为湖里区文化艺术中心及后埔社区发展中心项目三期图①为湖里区文化艺术中心及后埔社区发展中心项目三期

效果图效果图。。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②图②、、图③分别为图③分别为改造前易积水改造前易积水的道路的道路、、改造后宽敞整洁的改造后宽敞整洁的

道路道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薛志伟薛志伟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