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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四微”：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旺庄实践

益言堂

� � 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
程，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水平是基层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作为社会治

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关系着党领导地位的巩固、人民福祉的增进、国家善治的实
现，而高效的治理体制机制是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利益关系、激发社区活力、满足居
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度基础和重要保证。

基于共治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要求，旺庄街道以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为核心，在辖区内推动社区治理微机制的实践探索，重点
从党建领航、培训增能、社会协同、民主协商、资源整合五个维度切入，形成了具有旺
庄特色的“一核四微”治理机制，为社区治理实践提供了有效的体制保障，切实提高
了治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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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夯实党建领航机制：坚
持党的领导 ，立足 “三维一体 ”
的融合参与

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
领导， 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
理全过程、各方面，是加强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工作原则之一。 街道立足
实际，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从
结构引领、平台引领、功能引领
三个维度进行实践， 从而推动
组织、服务、资源融合参与基层
治理。

第一，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坚持政治方向、问题导向、
效果指向， 实现基层党组织全
面覆盖。 一方面通过建立“社区
党组织+片区党支部+楼栋党
小组”的党建覆盖体系，以链条
式的服务增进基层党组织的凝
聚力，另一方面打破条块分割，
进行分类管理，积极推进“红网
格”建设，将辖区内 94 个党组
织建在网络中，并成立 16 支由
“党组织书记—专职网格员—
兼职网格员—党员信息员—志
愿者队伍”的网格队伍，实现大
党建工作格局。

第二，以搭建平台为契机，
盘活区域内党建资源， 建立融
智空间党建联盟。 针对旺庄路
沿线企业单位聚集、党员分布
集中的特点， 由党工委牵头，
以科技创业中心为核心，组织
发动沿线 60 多家单位共同组
建了融智空间党建联盟，为沿
线的 46 个党组织、1600 余名
党员搭建了一个共建共享的
新平台，并以此为阵地，建立
街道级“党建+人才”服务中心，
推动基层党建与人才引育深度
融合，实现街区、辖区单位、社
会组织的互联互通、互补互动、
互融互促。

第三，坚持党建带群建，聚
焦“三项工程”，深化实施“领
雁工程”，将党建活动寓于基层
治理之中。 依托“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活动， 通过多元化
学习、 集中交流研讨等方式将
党建活动与治理问题进行结
合， 聚焦社区治理过程中人民
群众的“急难愁盼”，同时积极
开展党建品牌项目， 实施融智

“心”聚计划、“书记 V+”等党
建创新项目， 引导党员参与治

理服务。

二、完善人才培育机制：聚
焦微主体 ，开展 “赋权提质 ”的
分层培训

基层治理队伍的现代化、
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是实现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重要前提。街道坚持“党建引
领、整合力量、统筹资源”的理
念，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提炼出

“三层级六能力”需求模型：“三
层级” 为社区工作者的不同层
级，“六能力” 为各层级社区工
作者所需能力， 并针对不同层
级的社区工作者， 聚焦不同的
能力提升需求， 开展阶梯式分
层培育。

第一， 针对新入职的社区
工作者，提升其为民服务力和
动员居民力。 通过集中授课、
考前辅导、模拟练习等方式推
动其参加社工考证，培养专业
理念和意识；邀请经验丰富的
社区工作者分享服务开展的
方法流程、与居民交流的经验
技巧， 帮助新手熟悉业务；通
过拓展练习、实际操作等方式
教学相长， 提高一线服务能
力，进而解决新手社区工作者
业务能力较弱、 居民关系不稳
固的问题。

第二，针对入职两年以上、
有工作经验且愿意主动提升的
骨干社区工作者， 提升其项目
运营力和协商议事力。 通过链
接社会治理专家、教师资源，以
专家授课结合参与式学习的方
式提升骨干社工的共建共治的
理念意识； 组织骨干赴先进城
市取经，就公益创投自治项目、
民主议事会等进行经验学习，
掌握实操技能， 从而提升他们
的项目运营力和协商议事力。

第三， 针对社区负责人
（含副书记、副主任），培养其
统筹协调力和治理创新力。通
过与上海市先进街道制定共
建跟学合作计划 ， 实施跟岗
训练；在跟岗期间，社区负责
人需结合自身需求， 重点学
习营造自治管理氛围的方式
与统筹规划社区治理的路径，
开拓其治理视野，提升其统筹
协调、治理创新能力，进而激发
社区治理活力。

三、强化社会协同机制：推
行微项目 ，实施 “微创投 ”公益
大赛

项目化运作是社区治理的
重要方式之一， 它不仅是一种
资源传输机制， 更是一种资源
动员机制。 旺庄街道于 2017 年
开始进行项目化尝试与探索，
以“社区微创投公益大赛”为契
机，坚持需求为本的理念，通过
项目化运作方式，带动人力、财
力、 物力及智力资源的综合运
用，从而有效整合多方资源，以
微创投“小杠杆”撬动社区治理

“大格局”。
第一， 委托第三方社会组

织， 确保微创投公益项目的合
理化设计与实施。 通过服务购
买的方式与新吴区社会工作协
会建立合作关系， 由社协组织
进行项目评审、 项目优化、督
导、管理、评估等一系列工作，
同时对街道购买的微创投公益
项目进行一对一跟踪指导，确
保项目的专业性。

第二， 外引专业社会组织，
促进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项
目中发挥专业力量。通过开放空
间会议、资源对接会等方式为外
引社会组织提供嵌入社区的机
会，让社会组织了解街道辖区内
的基本情况，并积极促使外引社
会组织与社区建立结队关系，为
申报微创投项目奠定基础。

第三， 积极孵化培育内生
性社会组织， 注重社会组织生
态网络的平衡发展。 以微创投
项目为依托， 在专业社会组织
与社区的共同引导下， 将社区
文体团队中的骨干能人作为重
点培育对象， 为其提供全方位
的支持性服务， 孵化并培育出
内生性社会组织， 积极为其链
接微项目，使其立足社区需求，
开展居民喜闻乐见的专业服
务， 从而构建起平衡发展的社
会组织生态网络。

四、深化民主协商机制：关
注微自治 ，探寻 “一社一品 ”全
过程民主

旺庄街道在转变政府职能
和明确部门分工的基础上，立
足“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宗
旨，秉持“以居民为中心”的工
作原则， 重点打造居民自治的

全过程民主。
第一， 整合政协在社区治

理中的参与功能， 建立社区协
商议事与政协委员履职相衔接
的“1+16+n”的民主协商体系。

“1”是指街道党工委，“16”是指
下辖社区内“有事好商量”的协
商议事平台，“n”是以每个社区
中“一事一议” 的居民议事小
组。 在同级党工委和政府的支
持下，遵循“五有”（有阵地、有
标识、有机制、有活动、有实效）
要求在各社区建立协商议事
室，并借助“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平台的有线电视端、 宣传
布告、 电话邀请等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引导居民反映社区
议题， 为居民参与协商议事搭
建载体。

第二， 对社区问题进行分
类处理，实行协商议事流程的双
轨运作。街道以问题解决难易程
度为标准，将社区公共问题进行
分类，其中依靠社区内部资源和
努力便可以解决的问题为小问
题，而需要利益相关方、政府职
能部门互相配合才能解决的问
题为大问题。 涉及大问题的由

“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平台进
行解决，而社区内的小问题则由
社区内组建的“一事一议”议事
小组协商处理。

第三， 构建场景化议事主
体，探寻“一社一品”的民主议
事品牌。 由政协委员履职工作
站成员、党员代表、人大代表、
工会代表、 居民代表等主体成
立“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小
组，就基础设施改造、民生实事
类的社区大问题进行民主协
商； 而社区内小问题则由问题
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如物业、业
委会）、居民骨干、社区党员等
主体构成“一事一议”议事小组
进行协商自治。 与此同时，秉持

“议前有了解、 议时有参与、议
后有反思”的工作方法，引导各
社区对议事规则和流程进行总
结反思， 打造符合社区特色的

“一社一品”议事品牌，从而实
现辐射效应。

五、健全多元参与机制：整
合微资源 ，链接 “两区融合 ”共
建单位

社区治理体系中，党组织、

政府组织、 群团组织、 经济组
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居民
个人等多元主体都应该被囊括
进来，这是“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
体的应有之义。 街道按照“党建
引领、区域联动、共治共享”的
工作思路， 积极吸引辖区共建
单位参与到社区治理中。

第一， 借助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的契机， 组织开展共建资
源对接会，为辖区单位、各类组
织和社区牵线搭桥。 以长欣公
寓为例， 旺庄街道结合社区儿
童游乐设施缺乏的现状， 结合
辖区单位的意愿， 将奥特维制
造公司和新鹏微电子公司链接
给社区，使其进行结对共建。

第二，依托治理项目，引导
辖区共建单位员工参与社区治
理，增强其双重身份的融合。 街
道与共建单位（如村田电子有
限公司）形成“人力、物力、财
力”的多重融合模式，一方面共
建单位以赞助资金或设备的方
式参与到治理项目中， 另一方
面企业党小组与各社区治理项
目进行结对开展合作， 通过党
建引领动员、 鼓励在街道辖区
居住的员工积极投身到社区治
理中。

第三，充分整合智库力量，
依托本土学校资源， 深化地校
合作。 街道充分发挥智库专家

“建言者”“评估者” 和“引导
者”等角色，与高校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围绕“街道社区治
理五年愿景”， 在政策理论研
究、培育治理人才、打造治理
品牌等方面提供智库支撑，同
时依托旺庄中学、实验小学等
学校资源，为社区治理提供了
志愿者、 活动空间等资源，深
化地校合作在基层治理中的应
用与实践。

旺庄街道通过积极实践总
结出“一核四微”的基层治理机
制，通过党建引领机制、人才伍
培育机制、社会协同机制、民主
协商机制、 多元参与机制五大
机制， 切实优化了社区服务格
局，促进基层治理在高效化、实
效化中实现精细化， 进一步激
发了社区治理活力， 为构建共
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提供
了旺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