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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区活化与治理众耕

前门街道社区治理的实践历程与经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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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门街道社区治理实践的
五年历程（2017 年-2021 年）

如何激活城市老城区的社
区新活力、 推进老城区社区深
度发展一直都是重难点议题，
也是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发
展议题。 其不仅具有鲜明的时
代意义， 而且具有治理传承的
历史意义。 作为首都核心区的
核心区，前门街道站高位、细谋
划、持续发力，自 2017 年以来
分阶段、持续性地推出了以“活
化”和“众耕”为关键词的两大
社区治理发展行动计划， 助推
前门地区社区治理不断深耕和
渐进发展。

整体上，我们可以将前门街
道近五年的社区治理发展划分
为紧密连接的两大阶段：

一是 2017 年至 2019 年以
“活化”为主题的“三活”计划，即
“活源计划”“活力计划”和“活跃
计划”。 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力点
在于依托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发
起居民可参与的社区公共事务，
营造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良好
氛围，并以此渐进式地激发社区
活力，引导居民关注社区建设和
参与社区治理问题解决。

二是 2020 年至 2022 年以
“众耕”为主题的三年行动计划，
即众耕计划 1.0、众耕计划 2.0 和
众耕计划 3.0。 这一阶段是对上
一阶段的进一步深化，其主要发
力点在于不断挖掘社区参与的
新生代力量和多元主体力量，通
过赋能培力和搭建平台，支持社
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引导多元主体协力共治，打造有
温度、有深度和有高度的前门地
区社区治理发展共同体，同时结
合东城区“五力引航计划”的整
体部署，助推前门社区治理高质
量发展。

前门街道社区治理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经验

结合五年来新时代社区治
理实践，我们总结梳理了前门街
道新时代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
的“八大招数”：

一是接地气、 保障式的党建
引领。 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引领
作用是社区治理发展的关键所
在， 首都核心区和首善之区更是
如此。 为切实发挥基层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的作用， 前门街道党工
委建立健全了党建工作联动机
制、 党建工作责任机制以及地区
党员联管机制，推行了“民情接待
室听群众说事、 社区议事厅让群
众议事、党委联席会帮群众理事、
党务公开向群众晒事、 双述双评
邀群众评事”的社区党委“五事工
作法”。同时，紧紧依托街道、社区
两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 以议
事、信息、项目和服务等为具体工
作载体， 整合辖区内各类党建资
源， 实现了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
最优化整合。 前门街道已形成街
道党工委统一领导、 责任部门齐
抓共管、社区党组织首当其责、辖
区社会单位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
建格局， 有效发挥了各基层党组
织在攻克重难点工作和社区治理
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聚合了不同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力量。 这既确
保了社区治理发展的正确方向，
又使得党建引领接地气、重实效。

二是持续性、伙伴式的政社
合作。 2017 年以来，前门街道先
后引入三家专业社会组织推出
系列社区治理行动计划。 前门街
道秉承“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这一理念，形成了“以社会组织
推动社区治理” 的实践思路，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引入专业
社会组织成为前门街道推动社
区治理发展的一种重要路径。 从

前期的对接、问需，到研发项目
计划书， 再到具体落地实施，直
到项目复盘和经验总结，专业社
会组织都发挥了其在创新性、规
范性、整合性、系统性以及灵活
性等多方面优势。 比如以赋能成
长营的方式助力居民增能、以社
区微公益创投形式引导居民参
与、 以文化营造撬动社区建设、
以便捷小程序助力居民参与留
痕等。 在这些实践探索中，专业
社会组织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和价值，推动了前门地区社区治
理发展的渐进式提升。

三是重实用、 多元化的赋能
培力。前门街道注重采取多元化、
参与式的方式方法进行人才培养
和能力建设， 这其中包括参与式
工作坊、 主题性研讨、 参访式学
习、专题性讲座、针对性辅导和过
程式陪伴。比如持续开展的“居民
领袖成长营”、社区工作者“菁英
计划”、“众耕众享·打造社区治理
共同体” 主题论坛、“社区公益星
光汇”游学活动，以及依托小微公
益项目、 面向社区协调人和项目
负责人的针对性辅导和过程性陪
伴。 赋能培力的内容均与社区工
作、社区治理、居民参与都直接相
关，具有实用性较强的特点，主要
包括社区动员、议事协商、社区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 项目设计与运
作、活动策划与实施等，且大都具
有“学中做、做中学”的基本特点。
从具体成效来看， 系列赋能不仅
有助于社区工作者和居民骨干的
能力提升， 而且在更新治理理念
和优化参与质量方面都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

四是分层次、 规范化的议事
协商。 小院议事厅是前门街道社
区治理最有影响力的品牌之一，
2019年 2月 1日， 习总书记亲临
小院议事厅进行视察， 并对小院
议事厅的做法给予了肯定， 小院
议事厅切实发挥了其在社区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分打通“民
声”最后一公里，前门街道按照东
城区“五民工作法”（民事民提、民
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和民
事民评）的具体要求和“小院议事
厅”的治理品牌，搭建了街道、社
区、楼院三级议事协商平台，并梳
理形成了具有实践价值的指导文
件。 在实践中形成了各个社区的
“居民议事厅”章程，研制了一套

院落公约制定流程和技术规范操
作指引， 以社区议事协商为主要
内容的草厂社区“五民工作方法”
还获评了全国优秀社区工作法，
草厂小院议事厅也被确定为北京
市市级社区协商议事厅示范点。
通过各级议事协商， 提升了社区
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能力，
有效解决了垃圾分类、 胡同院落
改善、文明养犬、胡同入厕难（公
厕革命）等热点难点问题，大大地
增强了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促进了居民自治与社区精细
治理的有效结合。

五是深入性、 整体化的项目
化运作。 居民被动员后如何能够
切实发挥其作用相对持续地参与
社区治理或社区公共事务是个关
键问题。作为中后段的运作机制，
依托小微公益项目支持计划引导
居民骨干并由其带动更多居民参
与其中， 是前门街道深入引导居
民参与社区建设的重要路径和方
式方法。 从 2017 年“小微公益项
目实践计划”、2018年“活力前门·
社区公益项目挑战赛”， 到 2020
年“居民领袖社区实践项目扶持
计划”，再到 2021 年“社区公益新
生代创投大赛”，都很好地运用了
项目化思维和项目化方式， 引导
社区居民领袖和公益新生代深入
参与社区建设； 孕育和开展了由
居民作为实施主体的有温度的
28 个社区治理和公益服务项目，
内容涉及垃圾分类、院落建设、文
化营造等。 系列小微项目支持计
划， 不仅引导居民参与了社区治
理， 而且依托项目更多促使了参
与者的思维拓展和能力提升。

六是分类别、 多样化的社区
组织培育。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是前门街道推动居民参与和社
区自治的重要手段。2016年，前门
街道成立了街道级枢纽型组织
“社会组织协同发展中心”， 以其
培育和扶持辖区社区社会组织。
从 2017 年的“活源计划”到 2021
年的“众耕计划 2.0”，孵化、培育
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始终都是前
门街道推动社区治理发展的主要
抓手。在这个过程中，外引的专业
社会组织、 在地的街道社会组织
协同发展中心和各社区两委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前门街
道三个社区共计社区社会组织
45支，包括居民自治类 9支、志愿

服务类 8 支和文化体育类 18 支。
在具体操作上， 前门街道培育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又分为三个维
度： 一是通过赋能培力和陪伴支
持，培养关键人物和组织骨干；二
是分类别、 分层次地引导社区社
会组织发展； 三是依托具体活动
或小微项目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
联动合作。

七是便捷化、智慧化的科技
助力。 自 2020 年起，由合作机构
北京通合行业建设参事服务中
心合作研发的前门街道“众耕平
台”小程序，为社区居民参与公
共事务、各类社区活动发起或参
与、志愿者招募、居民参与活力
值以及社区资源库、组织库和项
目库建设等提供了较为便捷化
的技术支持，同时有效地实现了
社区活动或项目的痕迹管理。 这
既丰富了各主体参与社区建设
的渠道和平台，也实现了社区治
理可视化、数据化和动态化的呈
现。 截至目前，前门街道三个社
区的“家庭垃圾分类”打卡行动、
“以废代捐，环保兑健康”项目、
“众耕计划”系列重要活动、社区
组织库等都在小程序上得以持
续呈现、 可视化留存。“众耕平
台”小程序也成为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下前门地区居民参与社
区建设的线上主阵地和前门街
道社区治理展示的一个窗口。

八是多主体、 多样态的众耕
共享。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的明确要求， 也是前门街道社
区治理的实践方向和“众耕计划”
得以提出的背景和依据。 前门街
道在这一方面已做出了积极探
索， 既体现在区域性党建联建共
建、 吹哨报到等方面， 更体现在

“三活计划”和“众耕计划”之中，
即初步形成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
指导支持、 专业社会组织运作实
施、 街道社会组织协同中心协调
推进、社区两委联动协作、社区居
民骨干与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以及辖区单位和外部力量的互动
链接的多元共治格局， 且呈现出
了不同的组合样态。

（本文系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资助项目“新时代老城区社区治
理研究”[课题编号 SGYYB2021-
22] 和前门街道社区治理深耕 2.0
计划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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