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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贯彻市委 “１ ＋６”文件精神
扎实推进社区居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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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办发 〔２０００〕２３ 号文件下发，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社区自治。党的
十六大报告提出 “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

区”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范畴。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反复强调 “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

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按此要求，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基层民主建设，强调推进社区民主自治，专门下发沪委办 〔２０１４〕４５ 号
文 《关于加强本市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０ 年又下发
《关于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为此，如何创新居民

区治理体系，扎实推进居民自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

良性互动的新局面，已成为广大基层社区工作者都在思考和实践的一项重要

工作。结合上海多年的实践，我谈几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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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全面了解居委会的地位与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第二条明确，“居委会是居民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目前社会上

对居委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居委会是一个 “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既然是自治组织，政府就不要去 “管头管脚”，可以让他们

充分自治。如，有一次居委会换届选举，我们起草了一个方案，在听取意见

的过程中，有的同志就认为 “政府吃饱饭没事做”，自治组织，想怎么选就

怎么选，想选谁就选谁，你们何必去规定它呢？这种观点，讲得客气点是对

居委会的地位与作用缺乏全面了解；讲得重一点，实际上是个错误观点。

与此相反，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把居委会当作政府的一个延伸机构，通俗

地讲，就是政府的 “一条腿”。因此，随意指挥居委会，随意调动居委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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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大量行政工作往下沉，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出现了 “千条线穿一根针，千理万理理不顺”的尴尬局面。长期以

来，沉重的负担使居委会的自治性质发生了异变，行政化、机关化倾向越来

越严重。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理解了居委会的地位与作用，忽视了居委会的

特点与优势。

那么，怎么正确认识居委会的地位与作用？我们不妨共同学习一下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三章 “国家机构”，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中第一百十一条表述了居 （村）民委员

会。什么组织可以放进 “国家机构”？由此可见，居委会尽管不是政府的一

个部门和机构，但它从事的工作是同国家政权有关联度的，它是城市社会管

理服务中的神经末梢，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是党的执政

基础。严格地讲，它是一个带有政权色彩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不仅具

有基层性、群众性和自治性，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全面正确认识了居委会这一特殊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后，前面所讲

的第一个观点显然是离谱的，关乎执政基础的自治组织，我们党和政府能不

去重视它、关心它吗？肯定不行！因此，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

重视基层工作，强调要把居委会做实、做强、做大，就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基

础这一高度来认识、来加强。第一个观点不成立。那么，第二个观点为什么

也是片面的呢？这就要从居委会特点和优势来分析。目前，我国的现代化建

设已处在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涉及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的具

体利益，社会转型期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由于这些矛盾大多集中在基层

社会，而居委会恰恰在化解和缓解这些矛盾中有独特的优势。它的基层性，

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的疾苦和社情民意，有利于它在第一时间做出积极应对；

它的群众性，每天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做点点滴滴的好事，实际上就是

感情投资，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它的自治性，就是用协商、沟通、合作、

妥协的柔性化管理方法，协调和处置矛盾，群众容易接受。因此，居委会

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中有着政府和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

们让其承担过多与居民利益无关的行政事务，占用它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它的优势就无法充分发挥，其自治功能也会削弱。我们强调为居委会减

负，目的就是强化其自治功能，让其腾出更多精力和时间，更好地服务居

民群众。

（二）推进居民自治必须把握的原则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了居委会是一个带有政权色彩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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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它从事的工作是同国家政权有关联度的。因此，我认为，在推进居民自

治过程中，必须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有序开展。居民自治工作必须坚持

三条原则：一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二是要有利于群众得实惠，三

是要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服务。

总之，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创新社会治理”

和市委提出的 “创新居民区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建设”的要求，发挥好居

委会自治组织的功能和优势，逐步在基层社会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

节、居民自治；开创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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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治的内容

前几年，我经常听到一些专家学者批评上海居委会做政府工作比较多，

很少搞自治。如我们创建 “居委会自治家园”时，准备请一些专家、学者

帮助总结提炼。但讨论时，有些同志就认为没基础，很难建成。我给了一批

名单让他们去看、去听，回来，他们还是没有感觉，说居委会只汇报如何举

办社区活动，如何组织居民唱歌跳舞，没有汇报如何搞自治。又如，一次居

委会主任培训时，有位主任递了一张纸条给我，大概意思讲，他们居委会条

件很差，居民层次低，目前推进自治有困难，能否晚点推。其实这些讲法都

是对自治缺乏了解，认为实行 “三会制度”是自治，其他的就算不上。我

可以负责地讲，居委会每天在做的工作 ９０％以上都是自治工作。什么叫自治
工作呢？也就是组织法明确的 “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老

城厢的居委会条件是差了点，但居委会调解的任务很重，这就是自我管理。

我所居住的小区，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志愿者摇铃喊喇叭，提醒广大居民睡觉

前关好门窗、关好煤气、注意安全等，你说这不是自治工作吗？如果你把居

委会每天在做的工作按 “三个自我”梳理归类，我看大部分都能归上，关

键是我们对自治的理解和意识强不强。就拿居委会最常见的唱歌跳舞来分

析，街道经常会举办一些歌咏比赛或社区活动，如果我这个主任自治意识不

强，就会把此项工作仅仅当作简单的行政任务来完成，目的就是组织居民好

好排练，争取得个好名次。如果居委会主任自治意识比较强，他就会抓住各

项工作的契机，精心策划，注重过程，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社区工

作讲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我们要通过各种社区活动，让老百姓在参与中得

到实惠，让他们在社区活动中熟悉更多的人，这样不断增强其社会资本，人

脉多了，他就会热爱、关心社区，就会不断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

的机会很多，关键看我们能不能抓住和把握。

３

-./0123 4! "#5 6789:;<=>?!"#$



（二）自治的方法

上面的分析说明我们居委会一直在做自治工作，但为什么社会不这么认

为呢？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自治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做自治工作，是用

行政方法，还是用自治方法，由于我们长期习惯用行政方法，造成社会误解

居委会一直在做行政工作。那么，什么叫自治方法？也就是用社区的资源、

社区的力量，解决协调社区事务和矛盾，这就是自治的方法。经过前几年党

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我们体会应该更加深刻，自治实际上就是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最好、最具体的体现。自治就是走群众路线，我们一定要相信群

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解决与群众利益相关的

社区事务及矛盾。过去，我们代老百姓做主太多，做了好事，老百姓不理

解，没感觉。现在，我们一定要让老百姓自己来当家做主。实践中这方面的

教训和经验很多。如，一次我到闵行江川街道汽轮新村第三居委会，他们主

任讲了一个案例很说明问题。汽轮新村是个老小区，前几年街道为他们部分

老小区进行改造维修，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改造完了，尽管每户居民或多

或少都得到了实惠，但有些老百姓却不满意，意见牢骚一大堆，居委会感到

很委屈。后来街道对余下的老小区改造维修，居委会吸取了上一次教训，凡

是涉及居民利益的事，干脆就让老百姓自己讨论决定怎么改。居委会主任感

慨地说，想不到，讨论的过程，就是达成共识的过程，透明度高了，共识达

成了，反过来老百姓把改造维修工作作为自己的事一起积极配合参与。最

后，第二期改造维修工程顺利完成，家家户户都很满意。这样的案例在实

践中大量存在，现在不少街道、居委会甚至在动拆迁工作中也用居民自治

的方法，把愿意动迁的居民组织起来，去做钉子户的工作，取得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因此，我们基层干部的习惯思维一定要改，凡遇居民群众利益

相关的管理和服务，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让居民通过民主协商来决定，来

参与解决。要学会用大多数人的办法，来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这就是居

民自治。

（三）自治的体系构架

自治的体系构架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实践中存在不少模糊概念。如

有的提出要重建组织构架；有的提出一居一个自治模式；有的在居委会上面

搭出一个理事会等。这就涉及一个依法和规范的问题。党的十七大、十八大

文件反复强调 “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居委会组织法对自治机制也作了明确。因此，我认为居民自治模式只有一

种，它就是 “１ ＋ １ ＋ １ ＋ Ｘ”，特色载体可以丰富多彩，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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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区党组织


居民会议




居委会

志愿者和群



众活动团队

 

居民组长几大条委员
业委会及社区



及其他组织

各类新的



自治载体

居委会自治架构

自治构架图清晰表明：第一个 “１”，就是居民区党组织，它是居民自治
工作的领导核心；第二个 “１”，是居民会议，它是居委会的决策机构；第三
个 “１”，是居委会，它是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按照居民会议的决定，去
组织实现居民自治，它是一个组织者、实施者、操作者；最后的 “Ｘ”，（也
可以往下细分）是居民自治的延伸载体和网络支撑，它有组织法明确的几大

条委员、楼组长，也有社区层面各类组织和居民群众。最后，各类新的自治

载体是基层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发明的，如塘桥街道贵龙苑居委会 “戴老师议

事厅”、嘉定街道桃园居委会的 “睦邻点”、新华街道新华居委会的 “葫芦

缘议家社”、江川街道汽轮新村第三居委会的 “小板凳议事团”等。这些群

众喜闻乐见的特色自治载体越多，说明我们的自治活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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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领导核心如何把握体现

居民区党组织是党在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社区各类组织和

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因此，居民自治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开展，这

个意识大家都有，实践中碰到的困惑就是基层党组织怎么来体现领导核心作

用。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街道居民自治交流会，听来听去都是居民区党组织

负责人在交流。再一问，这个会他们没叫居委会主任来参加，居民自治工作

中居委会是组织者、实践者，这么好的交流会都不让参加，这就是一个问

题。因此，我认为 “领导核心”不等于 “包办代替”。基层党组织 “领导核

心”，应该体现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上。有的基层总结得很好，他们形象

地讲，“掌舵不划桨”，也就是你是领导，但不要事无巨细，样样揽在手上；

第二句 “信任不放任”，也就是党组织要信任居委会及其他组织，让他们按

照各自章程去开展工作，但是方向原则要抓住；第三句 “支持不把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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