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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周玉意
通讯员 余国午 陈善政

“现在我们院落整洁美观，再也不见
一点白色垃圾，别提心情有多么舒畅。 ”
11 月 6 日，正在黄金机械厂家属院落与
邻居一起晒太阳的罗跃细说， 现在大楼
环境清清爽爽，人的精神也清清爽爽。 黄
金机械厂家属院落位于双清区小江湖办
事处棕树岭社区， 今年该院落积极探索
社区居民自治的全新路线， 推行自治和
整治并行，破解城市管理难题，全面打造
管理有序、环境优美、安定祥和的社区家
园。

双清区是邵阳老工业基地， 改制企
业多，下岗职工多，老旧院落多。 老旧院
落基础设施差，且无物业管理，环境脏乱
差，影响城市协调发展和文明创建。 为管
好这些老院落，今年来，该区通过以党建
引领社区居民自治， 共建共治促进服务
提升，在改造院落的基础上，实行居民自
主共建共管， 激活城市一个个院落小细
胞，构建起“自我管理”治理体系，让联防
联控措施扎实落地， 推动基层治理体系
建设呈现新格局， 一个个老旧小区实现
了美丽“蜕变”。

“一核三治”构建社区生活共同体
网格化管理已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

手段。 东风路办事处邵水桥社区，整合党
建、综治、城管、卫生健康等网格资源，建
立了魏源市场网格、保宁三巷、步步高楼
栋、轻纺市场居民楼栋、伞厂综合楼 、秋
月楼栋等 6 个居民网格化管理小组。 每
个网格配备 1 至 2 名网格员，将民生、代
办等职能通过网格员延伸到老百姓家 ，
采取走访发现、分类收集、组团联处和处
理反馈“四步走”，对辖区进行细致排查，
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和生产生活情况 ，撰
写好民情日志， 赋予了网格新的含义和
“全能本领”。 目前，该区已经建立 100 余
个网格，将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
破解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

在此基础上，该区在“一核引领”，即
党建引领下 ，通过政治引领，组织引导，
宣传发动， 健全各领域党组织互联互动
机制，整合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将退
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职工、党员
楼院长全部纳入社区管理， 以实现党建
工作与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 构建以党
组织为核心，自治 、法治、德治相衔接的
“一核三治 ”治理体系 ，以服务聚力构建
社区生活共同体。

邵水桥社区与锅厂、宏发公司、制伞
总厂、区国家税务分局、农商银行等辖区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签订共建协议，引导
在职党员认领服务岗位， 参加各项服务
活动。 “我觉着自己服务老百姓更有劲
了， 有了党组织帮助， 事情办得又好又
快。 ”该社区电子局院落自治小组组长张
晚生介绍，今年 ，通过全院居民参与 ，仅
用半个月时间就完成院落的改造。

“两项机制”让群众做社区主人
最近， 位于汽车站办事处麻子洼社

区的煤机大夏安装了电梯的好消息 ，被
周边群众津津乐道。

煤机大夏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10 层
楼，是一个典型的老小区，也是麻子洼社
区里一个“治理老大难”院落。 楼梯间、走
廊上都堆满了杂物，垃圾乱扔，化粪池经
常被堵没有人管。 特别是 120 户居民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到六成，每天上下楼
梯成为一大难题。

“上一次楼要休息 3 次，到家总是气
喘吁吁，苦不堪言。 ”家住 10 楼的孙玉安
说，年纪大了 ，腿脚不灵便 ，每次出门回
来，爬楼就成了他最害怕的事情。

“现在好了，电梯装好了 ，出门也方
便了。 ”家住 5 楼的蒋芝云介绍，为了保
证大家搭乘电梯方便， 家家户户都把走
廊的杂物清理干净。

这看似简单的背后， 却是为民服务
理念的大转变。

今年初， 汽车站办事处选取煤机大
夏开展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
格城市特色工作， 选取 7 位热心居民组
建小区业主委员会， 完善了民主自治的
制度，形成居民自治公约和自治章程，开
展无物业管理的居民自治。

如何自治？ 业主委员会主任谭雪梅
说，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在广泛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 业委会决定给大厦安
装一台电梯，并制定分楼层筹资的方案，
得到大家积极响应， 不到一个礼拜就筹
集到安装电梯所需的 22 万余元，顺利将
电梯安装好。

电梯装好了， 办事处对该院落进行
老旧院落改造，帮忙硬化前坪，粉刷外墙
楼体、疏通下水道 、规划停车位，让大厦
重新焕发生机。 “前坪硬化好后，将它规划
成停车场，方便居民停车，还可以收取适当
的资金来维持电梯的运转。 ”谭雪梅说。

“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
切都要归功于业主委员会。 ”蒋芝云说，
以前每次行动都治标不治本， 现在小区
变好了，遇事有人管了，大家住得也越来
越舒服了。

据了解 ，在试点中 ，双清区跳出 “网
格”管理思维 ，通过健全居民协商自治、
社区共建共治等两项机制， 坚持依靠居
民、依法有序组织居民参与院落治理，促
进社区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监督，最大限度发挥每个居民的
个人能力和特长， 让居民成为社区自治
共治的主人。

“我们自治小组里的成员都是院落
里的普通居民，对于维护小区公共卫生、
保护公共环境这件事，大家特别热心，宣
传监督的效果特别好。 ”小江湖办事处黄
金机械厂家属院落罗跃细说。

“四项保障”提升群众幸福感
每天傍晚 6 时 30 分，在黄金机械厂

院落楼栋前，广场舞的音乐准时响起，居
民三三两两地汇集到一起， 跳起了欢快
的健身舞。 “院子里跳起了健身舞，就是
最近 2 个月才有的事情。 ”正在跳舞的夏
玉飞说。

今年初， 黄金机械厂家属区的 122
户居民成立自治理事会，拆除煤球房 63
间，建造垃圾分类投放点，围建 7 个小花
坛， 修建健身场所， 为居民生活增色增
美，创造出干净文明院落。

通过整治、改造，院落更多的公共空
间释放了出来。 这一切变化都被刘小玲
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喜欢跳广场舞的她
迅速买来音响，组织起一支舞蹈队，在家
门口跳起广场舞。 “以前我们都是自己到
处找人去跳舞，一到晚上，院子里泠泠清
清的。 ”夏玉飞说，现在大家都愿意出来
健健身 、跳跳舞 ，感觉院子里 “活 ”了起
来。

社区治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
依托。 该区凝聚发展合力，围绕资源优化
配置，通过加强队伍保障 、技术保障 、设
施保障和制度保障， 为社区实现基层治
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用心用力用情
提升群众幸福感。

该区按照 “因地制宜 、方便管理 ”的
原则， 把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 实施街
道、社区 、楼院、单元四级工作网格化管
理， 把工作重心由街道、 社区下沉到楼
院、 单元， 把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每家每
户 ， 以点带面 ，以面带块 ，形 成 全面 掌
握 实情 、及 时 反 映 民 情 、迅 速 解 决 问
题 、有效化解矛盾的社区治理长效服
务机制 。

通过积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工
三者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有机联动 ，建
立志愿者服务队伍，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推进志愿服务经常化、制度化。 棕
树岭社区志愿者开展“道德讲堂”，共推
选出 6 位道德模范， 李渡羊在今年被评
委“第一届邵阳好人”。

“千里眼”织牢防控网。 该区依托“天
网”加 “雪亮 ” 两项民生工程 ，在社区大
力推进“综治中心”建设 ，提升社会治安
立体化防控能力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水
平。 同时，组建“宝庆大叔”巡逻队，警民
联手联防联控， 扎实开展治安巡逻工
作 ，提升社会治安动态掌控的能力与
水平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
幸福感 。

通过推行居民自治， 较好地解决了
无物业老旧居民院落的环境卫生、 道路
出行、治安消防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同时， 调动了居民参与院落建设和管理
的积极性， 将社区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居
民家中 。 “现在家长里短的事情有人问
了，看似鸡毛蒜皮的事情也有人管了。 ”
家住邵水桥社区步步高院落的曾志祥
说，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暖心事。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周玉意 通讯员 张居道）11 月 7 日，辽宁
省凌源第一监狱办案民警将印有 “亮剑
展雄风、智勇擒逃犯 ”字样的锦旗，赠送
给邵阳市公安局双清分局昭阳派出所 ，
对该所抓获逃犯朱某表示崇高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

今年 10 月 26 日， 昭阳派出所民警
在辖区内开展工作时， 发现一户居民家

中一男子一直没有登记户口信息， 引起
民警的重视。 在反复询问过程中，该男子
不断提供一些虚假身份信息。 因拒不交
代真实身份， 公安机关依法延长讯问时

间。 2天后，该男子心理防线被彻底击垮，供
述了自己的原籍、家人姓名及曾因违法犯罪
坐牢，并先后通过开手铐、化装、翻墙、钻洞
等方式，从监狱越狱的犯罪经过。

经查明 ，朱某现年 61 岁 ，原籍辽宁
省葫芦岛市人，1992 年，因盗窃枪支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1996 年， 从凌源第
一监狱脱逃，来到邵阳市，隐姓埋名期间
结婚生子。

双清警方立即电联系辽宁省司法厅
确认朱某身份。 11 月 8 日， 凌源第一监
狱民警从邵阳市看守所将潜逃 24 年之
久的朱某押解回辽宁。

激活社区小细胞 旧址“新”家好风景
———邵阳市双清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纪实之二

越狱潜逃 24年的“江洋大盗”在邵阳落网

民情恳谈会现场。

黄金机械厂家属区新建的健身场所。

■基层群众自治在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