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坐标完善治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
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
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
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新
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会见中外记者时的
这段讲话，说到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从那一刻起，我国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入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管理体系，推动了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

立好规矩 社会共治

进入 8 月，在安徽黄山市黟县西递村，客栈
老板娘王春霞又要去参加消防知识学习了。组
织者之一，就是“黄山市农家乐民宿客栈协会”。

西递村里有不少上百年的老宅子，大都被
村民改建成了民宿客栈。但由于先天不足，这
些民宿无法满足逃生通道、房屋间距的消防要
求，木质结构本身又容易引发火灾，存在严重的
消防隐患。

2015 年 ，黄 山 市 成 立 了“ 农 家 乐 客 栈 协
会”，除了搭台牵线，推广民宿，另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引导客栈提高安全意识，严防消防事故。

“他们三天两头组织我们学习防火知识，还搞
消防演习。”王春霞指着客栈门口用中英
日韩四国语言强调的“禁止吸烟”标志和
墙角的灭火器让记者看，“这些都是协会
要求的。我们对每个住店客人都反复强
调绝不能吸烟、用火，对电路安全也反复
核查”。

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实现社会
共治，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建设的
主线之一。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思
想，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
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任

务。至此，“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苏

若群认为，“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仅一
字之差，但内涵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政府角度说，从管不好和不该管
的领域中退出，建设“有限政府”
和“服务型政府”，并对社会进行
引导和适度干预；从公民和社会
角度说，则主动实现自我组织和
自我管理，积极参与维护社会
稳定和社会秩序。总之，从社
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意味
着维护社会秩序不再是政府单
方面的事务，而是政府与公民
及社会共同的事务。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
政府’转变，在客观上促使政

府放手，让政府和社会各司其职。”苏若群说。
一方面，通过简政放权，将适合由社会组织

提供的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使社会组织迎来发展的春天。2013 年年底，全
国共有社会组织 54.7 万个，接收各类社会捐赠
458.8 亿元。到了 2016 年，全国社会组织数量
增加到 70.2 万个，接收各类社会捐赠 786.7 亿
元，增幅明显。黄山市农家乐民宿客栈协会即
成立于这一时期。

另一方面，我国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发展战
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
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扮演好“服
务型政府”的角色。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性制度，这 5 年
来，教育、卫生、人口、户籍管理等制度均进行了
深度调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了 20 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
正式废除；颁布与实施慈善法；健全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体系，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完善
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推进医药分开，实行
分级治疗；颁布“全面两孩”政策；取消了农业户
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
口，用“居住证”取代“暂住证”，并据此享受所在
城市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和各项便利。

这些调整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既是立
规矩，又是补短板，通过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
的系统谋划，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了基础。

创新实践 夯实基层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2014 年 3 月 5 日，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
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
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
治理的基础就实了。

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过去 5年社区建
设突飞猛进。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
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 38.6 万个，比 2013 年增加
了13.4万个。其中，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站）覆盖
率达 79.3%，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站）覆盖率
14.3%，织就了服务群众、和谐社会的基层网络。

由于对物业公司服务不满意，北京丰台区
马家堡东里一小区居民决定改换物业，但被告
知要先成立业委会。原以为是场硬仗，可没想
到在社区和民警的帮助下，就很顺利地走完了
程序。今年 8 月，小区居民在居住 10 年后终于
成立了业委会。

“包括复印材料、跟街道沟通，挨家挨户上
门填选票，都是在社区党委和居委会的指导下
完成的。”在刚刚成立的业委会担任副主任的李
立新说，“社区把办公室借给业主开会、投票，还
帮着我们到每一户投票。要是没有他们的支
持，业委会根本成立不了。”

不只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城乡社区都承担
起了服务和管理的双重任务，结合实际，“花式”
服务群众：在湖南长沙芙蓉区，湘湖街道西湖社
区筹资 20 多万元建起了社区少儿图书馆，每个
周六周日、寒暑假和节假日都免费向孩子们开
放；在浙江杭州江干区，下沙街道杭铣社区里建
造起 3 组投硬币充电站，只要投币就可以给电
瓶车充电；在山东东营，全市 1800 多个社区

（村）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打通法律服务百姓
“最后一公里”⋯⋯

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同时延伸到无形的
网络。2016 年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7.31 亿，网上
办事、政务信息查询、信息沟通⋯⋯人们对政府
新媒体的要求越来越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互联
网+政务”和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高度重视、精心部
署。仅在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接连印发了《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
序发展的意见》《“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
设指南》《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新媒体工作的通
知》《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和《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等多个文件，指导
各部门、各地政府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

截至 2017 年 6 月 1 日，全国正在运行的政
府网站达 36916 家。在全球最大的中文社交媒
体微博上，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经过认证的
政务微博达到 171411 个，较 2016 年年底增加
6889 个。网站、微博、微信⋯⋯各种政务新媒
体不打官腔，能办事，会卖萌，敢辟谣，不仅巩固
了自身公信力，也换来了政务机构与网民间更
多的良性共振。

从宏观到微观，从各领域系统治理到城乡
社区治理，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特别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指引下，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取得重大
进展。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初具规模，政
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基本建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
代社会组织体制逐步完善，源头治理、动态管
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运转良
好。而受益的，正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家庭医生:

打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吴佳佳 通讯员 任晓峰

8 月 7 日下午 4 点，家住北京海淀区万
树园小区的安师傅和往常一样下楼遛弯儿，
刚走到大门口就突然感觉头晕、心慌，全身
乏力，以为是低血糖又发作了，他喝了一瓶
可乐，短暂休息后，走到树村社区卫生服务
站健康小屋测了一下血糖。看到血糖值正
常，安师傅正准备回家，却被全科医生刘晶
晶叫住了。原来，刘晶晶发现安师傅满头大
汗，面色晦暗，精神非常差，凭多年工作经验
感觉安师傅身体一定有问题，并习惯性地摸
了摸他的脉搏：“安师傅，我摸着脉搏不太
对，我先给你做个心电图看看吧！”

心电图的结果和刘医生猜测的一样，是
快速心房纤颤。刘医生打开安师傅的电子
健康档案，发现他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
心病多年的老病号，前不久刚出院，住院时
心电图还是窦性心律，最近可能因为工作劳
累导致了阵发性房颤。就在这个时候，刚做
完心电图的安师傅觉得头晕更严重了，起身

都很困难，刘医生让他保持镇静，并叫护士
推来抢救车，给病人监测生命体征，并给予
吸氧、服药等急救措施。

树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葛站长和其他同事
也闻讯赶来，联系家属告知病情。考虑到患
者为首发房颤，而社区条件有限，刘医生建议
患者转往大医院做进一步治疗。在医护人员
的护送下，患者及时转到解放军第309医院，
经及时治疗很快转危为安。事后，家属给社
区卫生服务站打来电话表示感谢。

安师傅所享受到的是北京海淀区的家
庭医生服务。近年来，社区卫生服务得到了
国家大力扶持，尤其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内容、质量逐渐丰富和提升。早在 2010 年，
北京就在全国率先提出家庭医生式服务模
式。截至 2017 年 5 月，全市已累计签约 763
万人，签约重点人群 394.5万人，重点人群签
约率为 71.9%。居民可在居住地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选择 1 个家庭医生团队签订服务

协议，签约后，家庭医生根据国家和当地政
府规定，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同
时，家庭医生还将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
治，根据患病状况提供必要的转诊服务。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通过全科医学科或指定科
室对接家庭医生转诊服务，建立绿色转诊通
道，确保患者及时享受预约挂号、专家号、优
先住院（符合住院标准）等转诊服务。

今后，北京市还将有更多居民像安师傅
一样享受到家庭医生的服务。日前公布的《北
京市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意见》指出，
今年力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5%
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90%以
上，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到2020年，力
争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扩大到全部人群，形成
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专家认为，此举将
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实现有序就医奠定坚实
基础，同时也将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内蒙古阿巴嘎旗的牧区老人们正在活动中心练习唱歌。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摄
在河北衡水市桃城区育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内老人在

做心理沙盘游戏。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北京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在分析居

民健康状况。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