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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如何构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如何构建
——关于“接诉即办”“每月一题”的“北京经验”调查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杨学聪

满足百姓诉求，关乎民生

福祉。超大城市治理怎样做

到精细化、智慧化？如何使巧

劲儿啃下遗留多年的“硬骨

头”？从2018年起，北京启动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

增强街乡“吹哨”能力，此后又

启动“接诉即办”改革，将“哨

子”交给市民群众……这些改

革措施成效如何？经济日报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多个辖区，

看看北京交出了一份怎样的

答卷。

5 个多月时间，解决 5.2 万余套住房的房产

证办证难问题，299 个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

为 8539 名劳动者追发工资总额 1.04 亿元，新备

案社区养老服务驿站84个……这是北京市今年

“接诉即办”“每月一题”的工作答卷。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关乎民生福祉，办

起来却并不简单。从2018年启动“街乡吹哨、部

门报到”改革，增强街乡“吹哨”能力，到此后“接

诉即办”将“哨子”交给市民群众，政府部门“首

接负责”……经过几年实践探索，北京逐步构建

起一套有特色的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

怎样使巧劲儿啃下这些“硬骨头”？一条

12345热线，缘何能撬动北京这样一个超大城市

的基层治理？当群众点出民生问题，政府部门

又如何应答？经济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多个

辖区一探究竟。

“小诉求”促进“大民生”

6月 9日中午 11点，位于西城区白纸坊街道

建功南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老年餐桌准时开

餐，门口排起长队。这一天的午餐是红烧鸡腿、

海米冬瓜、清炒快菜，主食有米饭和发面饼，副

食有南瓜和粥。

“一顿 25 元餐标的老年餐，刷老年卡只要

18元钱，荤素搭配，每天不重样。”65岁的刘瑞谦

就住在建功南里社区，步行到养老服务驿站不

过两分钟。老人说，开业不到两年，这家养老驿

站已经成了周边社区老人的“老年食堂”。

社区老年人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居家养

老的幸福指数。自从居家养老保障被列入“接

诉即办”“每月一题”以来，北京市从困扰社区老

年人的“吃饭难”破题，不断探索完善养老助餐

服务体系，加快养老助餐点全覆盖。

“我们把12345反映比较集中的涉老诉求做

了一个归纳，大约有 5000 例。”北京市委社会工

委委员、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告诉记者，在精

准分析涉老诉求后，他们将养老助餐服务作为

突破口，提出年内发展 1000 家养老助餐点的计

划。依托养老服务驿站，助餐点位新增“加速

度”，目前开展助餐服务的养老驿站已达 684

个。同时，北京市对接社会化平台，开展“数字

助餐”尝试，线上线下为老年人提供团餐、到店

点餐和送餐上门等服务。

从老年人吃饭难、垃圾清运不及时，到共享

单车乱停乱放、社区医院资源不足……一件件

看似琐碎的小诉求，却是市民生活中的大难

题。2019 年以来，北京市推行以 12345 市民服

务热线为主渠道的“接诉即办”改革，真正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何为“接诉即办”？简言之，就是“一条热

线、一张派单、一份卷子、一套机制”，即建立全

市统一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平台，一条热

线听诉求；实施“首接负责”，建立群众诉求办理

的闭环运行机制，一张派单管到底；建立“三率”

考评机制，一份卷子压实各级责任；建立完善接

诉即办10个工作机制，形成一套完备机制，推动

超大城市治理精细化、智慧化。

“接诉即办”改革推进以来，每年有上千万

条群众诉求。为进一步补齐民生短板，“每月一

题”在今年又应运而生：通过对群众诉求的大数

据分析，深挖热点、难点、疑点，“算”出百姓反映

最集中的房产证难办、预付式消费退费难等 12

类主题27个民生“痛点”、治理堵点，为基层治理

精准画像。“‘每月一题’是‘接诉即办’改革持续

深化的产物，通过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滚动推

进、全程督办，各部门合力解决问题。”北京市政

务服务局副局长孙舫告诉记者。

医院医疗服务是“每月一题”督办的27个具

体问题之一。在北京市东城区普仁医院入口

处，记者看到，借助健康宝测温核验一体机，老

年人使用医保卡或身份证即可进行体温监测和

健康宝查询。门诊大厅还增设了专人，协助老

年患者预检筛查、预约挂号、打印化验单。“针对

老年人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我们有针对性地

改善医疗服务，如设立无码绿色通道等，将尊

老、助老理念融入就诊全流程。”北京市卫生健

康委医政处副处长陆珊告诉记者。

“‘每月一题’并不是一个月解决一个问题，

而是 27 个问题年初全面启动，同步推进，市委、

市政府相关领导每月在‘接诉即办’专题会上重

点听取情况汇报，调度推动问题加快解决。”北

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徐颖说，“‘每月一题’工作

机制，有效形成了全市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合

力攻坚治理难题的工作氛围。”

“一打就通，一通就办，一办就好”，北京市

为保证“每月一题”推进有力，每个具体问题都

有“一方案三清单”，即一个问题解决措施方案，

细分到每个月的任务清单、厘清职责的责任清

单、拟出台的政策清单；16区和经开区也制定了

各自的“每月一题”计划，形成市、区、街乡镇三

级联动工作格局。据统计，今年 5 月份，北京市

“每月一题”27 个问题中，15 个问题的市民诉求

派单量环比下降，预付式消费退费难等问题诉

求派单量降幅超10%。

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每月一题”源于“已

诉”，但各部门在采取具体举措中却更关注“未

诉”，力求做到“未病先治”“未诉先办”。为何要

多走一步？

“坦白说，27个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各有

各的难。”北京市委深改委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

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接诉即办”推进以来，

12345 服务热线日均接收诉求 3 万余件，积累了

基层治理的数据“富矿”。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

北京认识到，如果将一些苗头性的、可预见的问

题提前办理，就能把风险和矛盾化解在前端，“每

月一题”正是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重要抓手。

“今天的北京，正处于城市更新关键阶段。随

着精细化治理走向纵深，剩下的多是历史遗留下

来的痼疾顽症。这些问题积累时间长，解决难度

大，群众诉求多，涉及多个问题主体，存在各种职

责交叉，区级和街乡层面难以协调解决，需要全

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孙舫告诉记者。

以房产证难办问题为例，北京市规划自然

资源委去年摸清全市存在住宅类历史遗留不动

产登记问题项目 900余个，涉及房屋 50余万套，

有的问题项目甚至已存在近30年。

“不动产登记的历史遗留问题，多是在城市

快速发展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北京市规划自然

资源委确权登记处副处长潘家文列举了以下几

种情况：有的项目存在立项、规划、工程开工建

设手续不齐全等问题；有的没有按照规划许可

要求完成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无法满足规划验

收；还有的开发企业挪用代收购房人缴纳的契

税款和专项维修资金，资金链断裂后，相关款项

无法按要求缴纳……

在海淀区，2003 年竣工的双榆树东里甲 20

号楼，因开发商履职不力，相应营业执照被吊

销，无法办理竣工备案、确立大产权、分户登记

等手续。加之开发企业还存在“一房两卖”，套

取银行贷款致部分房屋被查封，导致购买房屋

入住多年的居民拿不到产权证书，落户、子女入

学、就医等均无法办理。

要彻底解决问题，就要针对办证过程中遇

到的层层障碍补上政策支撑。有一户诉求，就

要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北京市主动向前一步，

按照“尊重历史”“无错优先”“违法必究”的基本

原则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潘家文表示，目前《关

于印发切实解决历史遗留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动

产登记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等5个政策文件已

出台实施，确保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针对开发商跑路营业执照吊销，新政规定

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申请主体；无法正常办理

竣工备案手续，可委托具备资质的检测鉴定机

构对房屋进行避雷安全鉴定；针对“一房两卖”

问题，一揽子与法院联动，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

法购房人权益……目前，双榆树东里甲 20 号楼

已顺利办理 145 户产权证，剩余 15 户也在通过

法律途径明晰产权办理中。拿到“大红本”，居

民马玉玲坦言：“心中一颗石头终于落地了，全

家人特别开心。”

不仅是“办证难”，更多困扰群众的问题也

纳入改革计划：针对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难，创新

构建“居民出一点、企业投一点、产权单位筹一

点、补建设施收益一点、政府支持一点”等“多个

一点”资金分担机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通过新建、改建、扩建、以租代建或鼓励社会力

量办园等方式，新增普惠学位4950个；出台促进

分级诊疗建设意见，要求三级医院为基层预留

号源比例提高至30%以上……

从“制度力量”到“实践力量”

“接诉即办”推进以来，北京市上下各级对

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闻风而

动”、快速响应，仅 2020年，就办理 304万余件民

生诉求。然而，要想让社会治理达到超越群众

诉求的理想状态，使治理资源与群众诉求充分

匹配，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塑胶跑道贯穿楼间，秋千滑梯、环形跑道、

生态廊架应有尽有，主食厨房、果蔬店、文具书

吧一应俱全；老人们在树下打牌聊天，孩子们快

乐地在广场上翻跟斗……这是年近“30岁”的大

兴区清源街道枣园小区当下的面貌。

0.2平方公里占地面积，51栋居民楼 3380户

居民，枣园小区是一个典型的超大社区。在小区

住了20多年的居民史国英回忆：“过去，我到最近

的菜市场买菜需要步行 20 分钟；小区内没有健

身设施，聊天连个坐的地儿都没有。”

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老旧小区有机更新

试点工作的启动。经过反复调研后，大兴区职

能部门、清源街道、居委会、居民和社会力量“五

方联动”，让枣园小区活力再现。难得的是，枣

园小区在有机更新过程中，召开了数十次“拉家

常”议事会，组建“居民智囊团”，动员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改不改？怎么改？全由居民说了

算。“小区建慢跑道时，是跑道绕着树走，还是树

为跑道让路，最终的设计方案由民意决定。每

一项改造工程方案都要征得半数以上居民同

意，才能实施。”枣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茂会告诉记者。

老旧小区改造后，后续运营、维护、保养需

要社区、居民和社会资本紧密联系，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健康闭环。“政府给不了钱，但可以给政

策、给资源。”作为枣园小区改造引入的社会力

量，愿景集团北京大兴区域负责人贾凡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3380 户居民每天产生约 1 吨厨余

垃圾，通过设置垃圾处理器，把厨余垃圾变成复

合肥料用来种菜，既避免了垃圾腐烂等环境问

题，还调动了居民能动性，让厨余垃圾不出社区

即变废为宝。

从推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到完善

“接诉即办”机制，再到抓“每月一题”推进“主动

治理、未诉先办”，北京市坚持党建引领，压实各

级党组织共抓基层治理的责任，构建具有首都

特点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每月一题”

解决民生难题，高兴的不仅是老百姓，还有基层

干部。

“之前，有的职权和资源基层并不掌握，有

的难题也不是一个部门负责解决。但只要问题

不解决，诉求来电就居高不下。”有基层干部坦

言，以往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了“每月一题”

的高位推动，相关委办局加入了，有些还从政策

层面给予支持，基层负担减轻了，破解难题的底

气也足了。

城市治理是一个不断变化、永无止境的命

题。可以说，完善城市治理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来说，探

索永远在路上。

明确“首接负责制”，杜绝以“这事不归我们

单位管”为理由推诿的可能；要求“限时办理”，

规避石沉大海、干等没信的顽疾……眼下，《北

京市接诉即办条例（草案）》正公开向社会征求

意见，这意味着，未来种种机制创新亮点将以立

法形式固化下来，让群众“说话有人听、困难有

人帮、事情办得快”成为常态。

大城之治，千头万绪。基

层社会治理实践，容易“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要从城市

管理的“千条线”中捋出赏心

悦目之景，就得练就一身“绣

花功”。两年多来，从“闻风而

动、接诉即办”到“向前一步、

未诉先办”，再到“每月一题、

标本兼治”，北京在城市精细

化治理的扎实探索，一条重

要做法就是在解决问题中总

结规律，在担当尽责中提炼

经验。不论是强调“首接负

责”还是注重“向下赋权”，着

眼点都在“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最终的目标是“见

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值得一提的是，

在“接诉即办”过程中，广大

群众不仅是出题人、阅卷人，

甚至也是答题人。让各方携

起手来，推动“接诉即办”走

向纵深，也是提高城市精治、

共治、法治水平的应有之义。

在分级分层解决市民诉求的

过程中，不仅城市治理者的

能力、水平和信心得到稳步

提升，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超大城市资源密集、人口密集、信息密集，

基层社会持续流动变化。要让“民呼我应”机制

长久运转，还需依靠法治凝聚各方共识，完善制

度支撑。眼下，《北京市接诉即办条例（草案）》处于

公开征求意见阶段，以立法形式将“接诉即办”的

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从法律体系上弥补基

层治理空白，可谓正当其时。我们有理由相信，随

着“接诉即办”机制日趋

完善，未来城市家园也

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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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海淀在北京市海淀

（（中 关 村 科 学中 关 村 科 学

城城））城 市 大 脑城 市 大 脑

展示体验中心展示体验中心

演 示演 示““ 城 市 大城 市 大

脑脑””系统系统。。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经过改造的枣园小区经过改造的枣园小区秋千滑梯秋千滑梯、、环形跑道环形跑道

等等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秉志韩秉志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