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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政社互动十年
迎来“能动善治”3.0时期

作为政社互动发源地，全国
首家试点单位， 从 2008 年至今，
江苏省太仓市不断改革创新，经
历了 3 个阶段：从厘清基层政府
与群众自治组织权责边界的“清
单式管理”1.0 时期，到引入社会
治理理念、开展三社联动的“引
导式治理”2.0 时期， 再到建设
“发展型”幸福社区，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
“能动式善治”3.0 时期。 10 年间，
太仓市委、市政府是如何探索创
新、深耕试验田的？ 记者带您一
探究竟。

10 年创新生活
小社区发生大变化

“我们这个队 50 多人，每天
上午 9 点到 10 点跳民族舞，下
午旗袍秀，晚上有时候在小区广
场上跳广场舞，有时在社区学瑜
伽。 社区还请了瑜伽老师，免费
给我们授课。 我们都是文艺爱好
者，这样的生活感觉非常充实！ ”
在太仓市娄东街道景瑞社区的
舞蹈室，十多位老人有的在讨论
刚刚的舞步， 有的在喝水吃小
吃，看到记者来，都自豪地介绍
起自己的退休生活。

舞蹈队的阚阿姨向记者展
示 了 她 手 机 上 的 3 个 微 信
群———社区居民组长群、便民服
务志愿者群、舞蹈群，说：“我们
这些人以前都不认识，因为群里
的各种活动，我们成了好朋友。 ”

在浏河镇邻里生活馆的大
厅，3 桌 12 位居民拿着照片正在
跟德颐善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社
工反映社区环境问题。 照片中的
图像都是居民生活中遇到的糟心
事———草地中好多狗屎、垃圾、废
电池，垃圾桶分类字迹模糊，建筑
垃圾池中有生活垃圾等。

大厅中央还有一个白板，左
边写着邻里客厅，右面写着协商
共治，下设三个分类：今日议题、
议事规则、讨论方案。

社工把村民反映的问题梳
理出来，并与他们一起商量解决
方案， 总结出 5 条实施方案，包
括出台养狗公约、安装专门回收
电池的垃圾桶、成立群众小组监
察乱贴小广告者、开设专门张贴
广告的公告栏等。 不能马上执行
的要注明原因，比如成立群众小
组这一项，就标注了要由居民会
议决定。

记者发现， 走访的两个社
区，文娱、休闲、养生等场所都红
红火火，但社区服务大厅的人却
很少。

景瑞社区书记钱征宇说 ：
“这也是‘政社互动’改革后的一
大变化。 ”景瑞社区实行的是全
科社工工作模式，服务大厅共设
有 2 个综合受理窗口，每个窗口
的工作人员都能办理人社、民
政、卫计、残联等多部门的服务
事项，社区不担任全科社工的工

作人员都下到社区负责走访家
庭、收集民情、解决问题。 钱征宇
坦言，如果在以前，办事大厅怎
么也要设 10 个条线窗口， 不管
忙不忙都要有五六个工作人员
守在窗口岗位上。

从冷冷清清到热热闹闹的
社区，从“一站式”服务到全科社
工，这也成为太仓政社互动 1.0、
2.0 时期最直接的写照。

10 年创新改革
3 个阶段 3 次飞跃

“政社互动”最初的意思是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
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经过 10
年的探索实践，太仓市“政社互
动”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丰富和
发展，对“政社互动”实践有了一
个新的概括：“政社互动”是以创
新基层社会治理为基本要求，以
加强党建引领能力、规范政府行
政权力、 提升社区自治能力、激
发多方主体活力为主要任务，以
梳理两份清单、 签订委托协议、
实施“双向评估”、推进“三社联
动”、强化“协商能动”为核心举
措的一种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层合作
治理模式。 太仓市委副书记钱文
辉介绍：“‘政社互动’ 的最终目
标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
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

如何将重心下移？ 简政放
权、“清单式管理”是改革的第一
阶段。 他们通过梳理两份清单
（《村（居）依法履职事项》和《村
（居）依法协助政府管理事项》）、
签订委托协议（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协议书），实施“双向评估”，第
一次厘清了基层政府与群众自
治组织的权责边界，把社区从繁
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全面
实施全科社工工作法，让最少的
人干最多的事。 同时，政府对村
（居）改变了单项考核的方式，实
现了政府与村（居）组织之间的
双向评估。

解放出来的社区工作者，把
大量的时间用于居民服务。 通过
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
动”，将社会治理理念引入“政社
互动”实践，让社区多元主体协
同共治，这是太仓政社互动的第
二阶段。

“在前两个阶段中，我们主
动还权于民， 释放基层自治，主
要归还了 4 种权力。 一是村（居）
组织发展权，基层政府不再向村
（居） 下达年度发展指标， 改为
《履职履约指导意见》，政府只做
指导；二是村（居）干部的考核
权，政府只对村（居）组织履约情
况进行评估，考核权归还给全体
村（居）民；三是村（居）财务的管
理权，政府逐步退出‘村账镇管’
的监管模式，由村居务监委会监
管，会计事务所帮助理财；四是
行政事项的准入权，明确政府部
门其他进村事项必须协商，征求
村（居）意见，或以购买服务的方
式进入，把村（居）务准入权归还
给村（居）委。 ”太仓市民政局局
长王晓芸介绍道。

很多人说，政社互动在放手
让群众自我管理的同时削弱了
党的领导。 对此，苏州市民政局
副局长胡跃忠说：“党的十九大
提出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推动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发挥社会组
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
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着力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
格局。 这与党中央的要求是完全
一致的。 ”

太仓市委书记沈觅表示：
“新时代太仓政社互动更加强调
党组织‘一元核心’地位，更加凸
显政府‘主导作用’。 今后的基层
政府主要是加强对各类社会主
体的引导、支持和监管，做到‘放
手不放任、协办不包办、指导不
指挥’，有序扩大多方主体参与。
这个关系把握得好，社会协同就
有活力，多方共治的格局就易于
形成。 ”

太仓市根据新时代的新要
求，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制定

政社互动第三阶段的发展目
标———建立“协商能动”机制，建
设“发展型”幸福社区。 保障市镇
两级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面积
不少于 4000 和 2000 平方米，配
备专职社区干部不少于 10 人，
全市登记、 备案社会组织达到
2600 个，镇级社会组织孵化器全
覆盖， 引进培育 10 名社工领军
人才、100 名重点人才、1000 名专
业人才， 民办社工机构达到 100
个，与高校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
5 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仅政
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和社会工
作服务资金就达 1.5 亿元。 ”王晓
芸介绍说。

10 年创新新发展
3.0 时期有 3 个关键词

3 个阶段改革对应解决每个
时期社会治理突出问题。 1.0 时
期， 主要是解决因为政府越位，
群众自治组织基础作用发挥不
够的问题， 重点在划分权责边
界。 2.0 时期，主要是采取三社联
动的方式，引导政府和社会进一
步互动、互补、互联，解决社区多
元主体活力不足、互动不够的问
题，重点在协同共治。 3.0 时期，
主要是解决 1.0 和 2.0 时期都存
在的社区参与不足、民主协商能
力不强、 社区服务效率不高、解
决社区治理难题的主观能动性

不够等问题，重点是在“能动”上
做文章，在发展各方能力上下功
夫，实现城乡社区有效治理。 所
以，政社互动 3.0 时期，太仓实践
有以下三个关键词：

“协商能动”，指在基层党组
织统一领导下和“政社互动”“三
社联动” 持续推进的基础上，着
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新格局，系统构建“广泛参与、
深度协商、活力自主”的新机制，
激发社区多方治理主体的主动
性、创造性，实现城乡社区有效
治理。 它强调的是主动发现问
题，有序开展协商，理性表达诉
求，积极达成共识，最终化解社
区矛盾、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
区发展。

“发展型”社区建设，指依托
“协商能动”机制，培养社区发展
意愿、开发社区发展潜能、凝聚
社区发展合力、破解社区发展难
题，推进社区高质量建设的实践
过程。“发展型”强调的是居民的
参与和合作沟通，注重居民在参
与社区发展过程中的个人能力、
公共意识和社区归属感的培养。

“幸福社区”，指能够给社区
居民追求幸福、创造幸福、获得
幸福、享受幸福创造条件、提供
机会的社区。 社区建设各项工作
都必须考虑社区居民的内心体
验，社区建设各项工作都必须维
护社区居民的合法利益。 太仓市
初步构建了幸福社区建设指标
体系，将群众对幸福的主观感受
细分为社区归属感、 服务获得
感、邻里和谐感、生活便利感、社
区安全感和环境舒适感，设立了

“认同、服务、风尚、生活、平安、
生态”等六类幸福感指数和三十
项具体指标，为全市“幸福社区”
建设提供科学指引。

“发展型”幸福社区该如何
建设？ 太仓民政部门也给出了答
案：着力完善“协商能动”领导机
制、参与机制、议事机制、合作机
制和保障机制五大机制，增强社
区党组织的引领能力，增强社区
居民的主体能力，增强村（居）委
会的自治能力，增强多方主体的
协同能力，增强基础建设的支撑
能力，打造“政社互动”创新实践
3.0 版本。 （据《中国社会报》）

太仓“政社”对话现场（网络配图）

太仓市社会工作人才专场招聘会（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