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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成都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城

市综合实力显著提

升，与此同时，人口规

模急剧膨胀、市民利

益日趋多元、公共服

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也

让这座城市面临挑

战。面对城市转型、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特大城市现

代治理的时代之问，

成都作出了以城乡社

区为基本场域发展治

理一体推进的时代答

卷。

作为社区发展治

理的记录者、见证者、

推动者，在成都市委

组织部、市委社治委

指导下，华西社区报

今起推出《善治成都》

专版，在川观新闻、封

面新闻同步推出《善

治成都》专题，全方位

记录成都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创新举措、见

证成都之治的精彩瞬

间，推动成都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

就。

开/版/语

◎社区报官方微信：华西社区报 ◎社区报官方微博：@华西社区报 ◎社区报服务热线：028-86969380 ◎社区报电子版 www.wccdaily.com.cn ◎华西社区网 www.huaxisqb.com

主编 吴小红 责编 徐倩 美编 阎语含新闻报料热线 028-86969380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善治成都

三年前，成都市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面对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时代之问、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民生之问、引领特大城市现代治理的变革之
问，作出了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城乡社区为基本场域开启了发展治理一体推进的探索之路。三年奋进、三年跨越，成都构建形成了一套
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体系。

第一期“善治成都”栏目，本报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社治委常务副主任薛敏，她就特大城市基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介绍了成都的探索与创新。

本报记者专访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社治委常务副主任薛敏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成都
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过
程中，提出了“构建城市命运共
同体”这一新颖的观点。请问，
城市命运共同体包含什么内
涵？成都如何建设？

薛敏：成都，这座雪山下的公
园城市，素有“天府之国”“休闲之
都”的美誉，连续多年蝉联“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榜首，宜居是这座
城市最鲜明的标识和最亮丽的名
片，烟火气、生活味、归属感是这座
城市的最大情怀与不懈追求。

在实践中，我们把城市发展
大战略聚焦到城乡社区这个小
场域，构建社区价值共同体、治
理共同体、生活共同体、发展共
同体、行动共同体，初步实现城
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
认同。在实践中，我们重新阐释
城市发展的价值选择和营城范
式，重新定义城乡社区的价值功
能和内涵外延，推动城乡社区成
为多维度场景的有机集合、独特
文化风格的基本载体、塑造市民
社会生活的微观场域。在实践
中，我们坚持发展治理一体推进
的基本逻辑，初步实现城市的价
值选择和城乡社区的价值重构
在理念上一脉相承、实践中相辅
相成，共同缔造荣辱与共休戚相
关的“城市命运共同体”。

记者：城市命运共同体具体
由哪些“共同体”构成？每个“共
同体”是如何打造的？

薛敏：城市命运共同体具体
包含社区价值共同体、治理共同
体、生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行

动共同体5个方面：
我们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

提高到党领导城市工作全局来统
筹，凝聚党心民心构建社区价值共
同体。针对发展中党的推动力在
基层层层递减的问题，市委坚持以
新发展理念统揽城市工作全局，立
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价值追求，
将城市发展战略聚焦到城乡社区
这个基本单元来落地，将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提高到城市战略高度来
统筹，让市民从街区、社区、小区的
点滴变化中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
归属感，上下同心汇聚起推进城市
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
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

我们坚持把“特大城市治理”
下沉到基层组织单元来重构，创新
体制机制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针对城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九龙
治水”体制弊端，市委系统重构城
市治理体制机制，在市县党委序列
设置“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统筹分散在32个部门的基层治理
职责；创新“双线融合”社会治理机
制，构筑社区发展治理强基础、优
服务、惠民生的幸福高线和社会综
合治理防风险、促法治、保平安的
安全底线；整合基层力量，探索街
镇“一支队伍统管、一张网格统揽、
一个平台统调、一套机制统筹”改
革；接续开展镇（街道）、村（社区）
体制机制改革，理顺条块和镇（街
道）、村（社区）职责分工体系；在村
（社区）、居民小区推广“五线工作
法”“五步工作法”，推动党的组织
体系向基层治理各领域拓展、向治
理的末梢延伸。

我们坚持把“人民至上理念”
具化到创造品质生活来落实，整
合各方资源构建社区生活共同
体。针对服务供给不精准、品质
不高等问题，市委始终把服务群
众造福人民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
脚点，把社区作为改善服务、优化
供给、满足需求的基本平台，在回
应市民关切中更加注重人的发
展、人的需求和人的感受。我们
围绕“15分钟—10分钟—5分钟”
步行半径，建设“天府之家”社区
综合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
小区服务站三级服务阵地，实现服
务载体亲民化便民化；吸引1.3万
个社会组织、73家社会企业承接
社区服务项目，实现服务内容精准
化多样化；打造“天府市民云”平
台，整合58个部门215项服务事
项，累计服务市民2亿人次，实现
服务方式便捷化智能化。

我们坚持把“场景营造逻辑”
延伸到微观空间场域来驱动，激发
内生动力构建社区发展共同体。
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有发展市
民没感受、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分化
等问题，市委坚持发展治理并行摆
位、一体推进，推动城市发展成果
让全体市民共享。我们在城市基
本单元、微观场域叠加生态体验、
文化创意、生活美学、体育运动等
新兴功能，大力发展社区商业、培
育社区消费新业态，实施老旧城区
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特色街区提
升等“五大行动”，推动城乡社区成

为新场景的价值增值地、新经济
的成长发育地、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动力释放地。

我们坚持把“大城善治目标”
分解为重大公共议题来推动，发挥
治理优势构建社区行动共同体。
针对共享易、共治难等治理难题，
市委坚持把城市重大战略、重要决
策、重要赛事、重大事项，内化为全
体市民参与城市发展的行动自觉，
全面激发城市共建共治共享活
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积蓄的党建
引领优势、组织动员优势、部门联
动优势、社会协同优势迅速转换为
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4万个基层
党组织引领49.1万名干部群众共
同行动助力防疫，构建起全民动
员、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严密
防线。成都成为全国千万以上
人口城市中感染率最低的城市
之一、副省级以上城市中经济恢
复最快的城市之一。

记者：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目前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成
都之治有何新的考量？

薛敏：2020年1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上，对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出重
大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支持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这为成都
深化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指明了新的战略方向。

面向未来，成都将以“十四
五”规划为行动指南，继续深
化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的探索实践，全力推动城
乡社区真正成为彰显公园城
市生态价值、美学价值、人文
价值、经济价值、生活价值和
社会价值的微观场域，在构
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探索
实践中，让城市更加美丽宜
居、社会更加富有活力、市民
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吴小红

记者：社区治理一直是社
会关注的焦点，百度学术上显
示，近10年“社区治理”和“社
区建设”方面的研究论文达1
万余篇，但关于社区发展治理
一体推进的具体实践和理论
研究还较少。你认为社区治
理的本质和内涵是什么？

薛敏：社区发展治理的本
质是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的
问题。我们认为，活力与秩
序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永

恒动力，是社会发展与治理
的永恒主题。对城市治理的
细胞—城乡社区而言，社区
发展和社区治理是一体两面
的辩证关系，就发展抓发展
是缘木求鱼，就治理抓治理
是无本之木，必须把发展与
治理并行摆位统筹推进，坚
持以高效能治理服务高质量
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
效能治理，让现代城市既充
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社区发展治理的内涵是
城市微观单元的活化重塑。我
们认为，要以城乡社区为基本
单元，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整合
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资源力
量，为市民创造更加优美开放
的社区形态，涵养良好怡人的
社区生态，激发现代活力的社
区业态，传承创新创造的社区
文态，培育向善向美的社区心
态，以实现有效治理和科学发
展同频共振相融互促。

记者：社区治理现代化
是一个很迫切的课题，在你
看来，社区治理的路径和目
标是什么？

薛敏：社区发展治理的
路径是共建共治共享。我们
认为，要通过创新“一核三
治，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
理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
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根本、
德治为支撑，广泛链接撬动
有效资源，全面动员各类市
场主体、社会主体共建美好
城市、共创发展机会、共享幸
福生活，推动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

社区发展治理的目标是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我们认为，要
以人的发展、人的需求和人
的感受为逻辑起点，在回应
市民关切中“以事聚人”，在
破解民生难题中“聚人成
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不
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实
现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以人
为本

战略
方向

社区治理需
“以事聚人”“聚人成事”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