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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近年来, 由于政府的主导推动, 社区建设开展的热 烈而富有 成效。但随着 工作的深入, 政 府的社

区管理陷入/ 两难困境0 , 社区发展进程受阻。因此, 应探索建立新的社区管 理模式, 如建立/ 一心一会一站0的
社区管理模式; 完善双向考核和监督问责机制, 确保管 理重心真正 下移; 优化社区治 理结构, 实现社区 治理主
体的多元化;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引导居委会资金来源多 元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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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

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为依托的, 而目前我国公民

得/ 单位制0社会渐趋解体, 大量社会事务开始回归

的公民意识普遍处于觉醒期, 尚未发展到公民社会

社会并寻找组织性依托, 随之城市社区建设问题浮
出水面。当前, 城市社区在硬件方面的建设已经取

这一程度。因此, 政府主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正遭
受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得了一定成效, 但在软件方面的建设却相对滞后很

( 一) 社区自治功能薄弱, / 准行政0 化倾向较为
突出

多。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仅仅热衷于挂牌子、
建队伍、
搞活动, 造成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主动性不高, 社区
发展进程受阻。

一、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社区建设逐渐
陷入了/ 两难困境0
近年来, 政府在不断的/ 还权于民0、
/ 还权于社0
的过程中, 总是有意无意地发挥其行政权力, 排斥社
区等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应有地位和
实际作用, 造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社区建设逐渐
陷入了/ 两难困境0: 若政府仍站位于城市社区建设
的第一线, 统包全揽社区大小事务, 终会难堪重负而
导致/ 政府失灵0, 既使得社会管理的成本非常高, 又

社区的要素构成一般包括地域、人口、区位、社
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由于我国的城市社区由街居制
转化而来, 我们更多强调的是社区中的地域、
人口和
区位, 而作为构成社区的两大核心要素 ) ) ) 社会结
构和社会心理, 在我国目前所规划的社区中都没有
具备[ 1] ( P94) , 从而社区建设的多数活动是由政府及其
派出机构来策划和组织的, 社区的/ 准行政0化倾向
较为突出。
1. / 转代理0模式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社区工作
的行政化倾向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 承接了由市、

降低了居民的参与率, 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区两级政府转移下来的政府职能, 又转手将其派给
了社区居委会。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只是将许多职

若政府退出社区事务, 使社区回归到群众性自治的
位置, 又需要内生性因素支撑, 即这种回归是需要以

能交给社区, 却未将相应的权力( 利) 转移下去, 在人
员调配、
财务支出和制度安排等诸多方面对基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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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行控制, 继续将基层社区组织当成政府的/ 腿0,

实行三级管理外, 大部分实行市、
区的两级管理。由

居委会逐步退化为/ 准政府组织0。为走出困境, 某

于管理幅度过大, 管理任务重, 很多工 作延伸到街

些居委会便依据各自的禀赋寻找对策, / 转代理0 便
是社区居委会的一种应对之策。/ 转代理0指社区居

道, 再由街道延伸到各社区, 专业部门对街道和社区
的工作进行监督考核。这种以条为主的传统管理方

委会为应对社区行政化的挑战, 减轻行政事务的负

式与以块为主的社区建设必然会产生诸多空隙和矛

荷, 比照行政逻辑, 在社区中建立纵向的管理网络,

盾, 造成/ 看得见的管不了, 管得了的看不见0 的/ 责

将自身/ 代理0的事务/ 转代理0给其他组织或个人的
一种行为模式 [ 2] ( P16) 。/ 转代理0模式不仅增加了管

权0严重错位现 象。一旦出现 问题, 就 相互推诿扯
皮, 难以追究责任。同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

理层次和成本, 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依赖心理,

市专业管理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实施专业管理需

降低了居民的自治能力。
2. 政府多用行政标尺考量居委会, 弱化了社区

要相应的技术、
设备、
人才作保障, 而这些资源大都
集中在职能部门, 社区实施专业管理缺乏基本条件,

的自治功能

工作很难做到深入、
扎实。

目前, 很多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不拨付经

2. 失位 ) ) ) 社区投入保障机制不健全, 基础设

费、
不下移人员, 甚至不考虑社区实际的情况下, 直
接将上级交付的任务以文件的 形式逐一下沉 到社

施薄弱
根据发达国家和城市的经验, 社区建设资金一

区, 并制定相应的检查、
考核办法。由于政府多用行

般由三部分来组成: 政府投入占 1/ 3, 个人和社会捐

政标尺考量居委会, 而不顾及其自治部分的发展功

助占 1/ 3, 社区服务性收费占 1/ 3。由于我国各级政

效, 导致其自治功能越来越弱。据调查, 某市某区下
发的 2008 年度社区考核评分细则, 涉及到组织部、

府社区意识不浓及经济发展水平所限, 财政对社区
建设的投入相对不足, 社区投入保障机制也很不健

政法委和城管局等十几个部门共 16 项考核办法, 近

全。从调研情况看, 目前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补

200 项工作需要社区解决, 并报送相关材料。社区
工作人员白天处理庞大的行政事务和居民事务, 下

贴和工作经费主要依靠区、街两级财政解决, 市级财
政没有专项资金投入, 仅有较少的项目引导资金, 致

班后还要赶写汇报 材料。社区 因忙于应付各 种检

使相当一部分社区基础设施薄弱, 工作人员待遇不

查, 对居民事务深感力不从心。

高, 开展工作的主动性不强。

3. / 街聘民选0模式阻碍了社区的健康发展
/ 街聘民选0是指街道向社会招聘人员, 并通过

3. 缺位 ) ) ) 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明显滞后使
社区内矛盾频发

选举使其成为社区居委会成员。历史地看, / 街聘民

我国于 1989 年颁布实施了现行的5城市居民委

选0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区居委会干部的年轻化、
知识化水平, 并使社区居委会干部的待遇也有了较

员会组织法6, 20 年间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剧烈的变

大幅度的提高。这种做法作为一种过渡选择是可以

化, 现实的情境急需国家出台新的法律法规来指导

的, 但从长远来看不符合居民自治精神 ) ) ) 居委会

当前的社区建设。如: 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物业

本应对居民负责, 却常常要服从和听命于街道, 这不
仅导致街道与居委会关系的混乱, 还使得街道下派

部门以及其他社区组织的相互关系的界定缺乏法律
依据, 频发的物业纠纷事件就是本应由业主委员会

给社区的任务无限量增加, 社区居委会陷入了不堪

聘任的物业公司, 却在业主委员会未成立时先期而

[ 3] ( P88~ 89)

重负的尴尬境地
。
( 二) 政 府在 社区 事务 管理 中职责 不清、定 位

入造成的; 由于对社区工作职能缺乏法律法规界定,
大量本属于政府、企业、社团的事务落 到社区的头

不明

上; 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是一项有益于社区、
有益于
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实施

公共政策, 弥补市场缺陷, 纠正市场失灵, 但在目前
的城市社区建设中, 政府普遍存在着职责不清、
定位
不明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错位、
失位和缺位。

居民的好事, 但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规或规范性文
件对此加以规范管理。
( 三) 社区尚未建立起制度化的民主参与机制
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的生命。从近几年社区建

1. 错位 ) ) ) / 权力在上、责任在下0 使社区管理
不能落地生根

设的实践来看, 社区参与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
效, 特别是在资源整合、共驻共建方面, 居民和辖区

当前, 城市的各项专业管理, 除公安等少数工作

单位的参与意识在不断增强。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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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区参与还远远不够, 其一是社区参与主体缺乏

2. 非政府组织相对弱小

广泛性, 从年龄上看主要是离退休人员和中小学生,

社区非政府组织为市民的自治管理提供了有效

中青年的比例很低; 从收入和文化程度来看, 居民收
入及文化程度越高, 社区参与率越低; 其二是参与范

的组织方式, 是替代政府行使社区治理职能的理想
组织角色之一。但政府力量的绝对强势和非政府组

围有限, 主要局限在与老年人有关的保健健身性、文

织自身的相对弱小大大影响了社区的发展速度和社

化娱乐性等非政治性活动上, 很少参与社区的民主

区服务水平的提高, 极易使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由

决策和民主管理。
其实, 居民最关心社区兴衰, 每一个人都希望居

政府推动、
政府主导走向政府包办, 而且还有可能为
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和社区自治力的增强设置

住在一个基础设施完备、周边环境优美、
物业管理齐

障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中有许多是官方或半官方

全、
社会治安良好的社区里, 并且这个社区要具有浓
郁的人文气息, 使人们对社区产生一种/ 家0的感觉

的, 许多社团和其行政主管部门实际上是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 中国 目前几 乎所 有协会 的情 况都 是如

和/ 主人翁0意识。现实情况是, 虽然社区居民有着

此[ 4 ] ( P37) 。从属或挂靠于某一权力机关是不少非政

很多的共同利益, 但居委会的准行政化倾向挫伤了

府组织起步时的共同特点。在这样的关系中, 政府

其自治的念头, 绝大多数居民并不把居委会当成是
自己的组织, 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很少想到居委会,

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内部事务和操作性活动往往会
形成过多的或不适当的干预, 削弱了组织的自主性,

居委会也无暇探索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多种途径和

束缚了组织的活力, 妨碍了组织优势的发挥, 加之一

方式。久而久之, 造成居民对社区事务丧失热情, 对

些非政府组织 本身运作的不规范和管 理上的混乱

社区缺乏认同感、
归属感和责任感, 在进行民主自治
组织选举或对重要社区事务进行表决时, 也成了走

等, 使得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

过场的形式主义。可见, 我国城市居民不是没有参

( 五) 城市社区建设偏离/ 正轨0, 示范效应大于

与意识, 而是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参与机制来调动
其积极性。

其实际需求
2000 年 12 月,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

( 四) 社区组织发育不健全

发5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6一文, 明

1. 社区内部组织发育缺位, 出现物业公司/ 一股

确指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

独大0现象
社区组织通常简称为/ 一组三会0, 即社区党组

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应着眼于社区需要和问题。然
而, 近年来, 各地社区建设多为/ 示范0取向, 即选择

织、
居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社区协商议事会, 它们

那些自然环境、
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聚居区作为/ 示

共同构成社区管理的基本力量。绝大多数地缘社区
和单位社区都只有一个社区居委会, 基本上没有业

范点0, 以发挥其/ 示范效应0 和/ 带动0作用, 但这样
做的结果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 马太效应0: 一些新

主委员会和社区协 商议事会。对于一些商品 楼社

兴社区由于硬件设施完备、功能齐全、
宜居宜看, 因

区, 这些机构和组织比较齐全, 不过在这些机构中发

此易出亮点, 为政府增光添彩, 作为回报和奖励, 政

挥作用的只有居委会, 其他组织大部分是有名无实,
很少行使其权力。比如, 社区内的物业公司, 本来应

府就将项目和相关资金优先下拨到这些社区。而那
些老旧社区, 私搭乱建现象严重, 硬件建设往往不达

该是业主通过业委会向社会招标, 可事实上, 绝大多

标, 物业公司不愿入驻, 治安状况、卫生状况堪忧。

数物业公司都是开发商指定或是它的下属企业, 他
们把业委会看成专门给物业公 司提意见的对 立组

这些老旧社区要想/ 旧貌换新颜0, 单靠居委会和居
民的蠕动推进异常艰难, 市场的逐利性也会避之唯

织, 对成立业委会和协商议事会很不积极甚至从中

恐不及。这种情况下, 政府的/ 兜底0 作用应愈加彰

阻挠, 致使社区内自 治组织作用难 以发挥。再如,

显, 而政府也把它们看做/ 烫手的山芋0有意忽略。

5物业管理条例6 中规定居委会是社区组织中 的核
心, 对物业公司和其他组织具有指导关系, 但目前的

二、社区管理新模式及其路径选择

情况是, 很多新建社区居委会的办公设施都是靠物

( 一) 推行/ 一心一会一站0的社区管理新模式

业公司解决的, 居委会对物业公司的指导关系难以
实现, 甚至当业主和物业公司发生矛盾时, 居委会还

/ 一心一会一站0的社区管理新模式, 即以社区
党组织为核心, 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 以社区工作站

得看物业公司的脸色。

为辅助, 社区成员、
民间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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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管理新模式。

监督和民主评议, 并把评议结果和政府人员的绩效

首先要加强党组织对社区工作的领导, 突出居

评估、
业绩奖励连接起来。这种/ 自下而上0的考核

委会的社区主导地位。在社区各主体之间缺乏有效
的连接纽带和制衡机制的前提下, 只有党组织有实

针对相关的每一位人员, 在明确其责权利的基础上
推行/ 问责制0, 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这种机制

力协调社区矛盾、
统筹社区发展[ 5] ( P34) 。而双重管理

的形成有利于分清责任、解决条块交叉形成的难点

工作机制能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统领社区各主体的核

问题。

[ 6]

心和龙头 。双重管理工作机制是指社区党建实行
属地化管理, 驻区单位、行政职能部门、物业公司等

( 三) 优化社区治理结构, 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
多元化

除接受上级党组织领导外, 还要接受社区党组织领

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要求把社区建设从城市基

导, 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纽带共建社区的合力。社
区党组织设在居委会, 居委会与驻区单位的党组织

层延伸到城市最高权威系统, 全面推进政府、
市民以
及中间组织在各个层次的互动、协调与合作, 以实现

建立党建联席会, 会员单位的党组织、
社区内离退休

城市居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 今后社区管理

党员等都接受本单位和社区党支部的双重领导, 除

的主体除了政府之外, 还须有社区自治组织以及专

了做好自身的行政工作外, 共同为社区的发展建言
献策, 并且逐步形成可操作性较强的定期报告、
组织

业化的社区服务与社会工作机构等。社区治理的目
标就是在政府与社区之间形成积极而有效的合作关

评议、
考核和会签制度。这样, 居委会的凝聚力和核

系, 实现多元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 从而在多

心地位就会增强, 社区内部组织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元权力格局职责分明而又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整合社

就会得到缓解。其次要推进社区工作站建设, 落实
社区工作准入制度。为使居委会摆脱行政性事务干

区资源, 满足居民需求, 维护居民公共利益, 推动社
区发展。因此, 改变政府管理的唯一主体地位, 加强

扰, 在居委会下设社区工作站, 其属性是政府的工作

政府与社区的合作, 应该是政府在社区自治中的治

机构, 工作人员实行雇员制, 承担所有原来由居委会
承担的政府职能。社区工作站作为政府在社区的工

理理念。为此, 政 府应 积极 培育市 场和 非营 利组
织[ 7 ] ( P45) , 逐步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作和服务平台, 直接完成政府部门交办的各项行政

( 四)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引导居委会资金来源

工作, 使政府对社区管理、
服务的行政工作得到有效

多元化

落实。为进一步解决社区工作行政化倾向明显的问
题, 对各部门向社区延伸下移的工作实行准入制度。

基于社区建设是为弥补/ 政府失灵0, 应当对社
区建设资金的投入总规模设置总体目标, 保障其在

属于政府部门承担的行政职能, 原则上直接进入社

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一定比例并同比增长。同时,

区工作站, 不得转移给社区居委会。不属于社区的
任务, 但社区做起来有优势的行政性工作, 有关部门

财政预算中的社区建设经费支出也要做出合理的制
度安排, 重点帮扶/ 问题社区0, 尤其对于老旧社区,

要向同级社区工作办公室申报, 经同意后方可进入

要从切实改善民生的高度上优先帮扶, 给予适当政

社区。

策倾斜。另外为避免社区对政府的过度依附, 政府

( 二) 完善双向考核和监督问责机制, 确保管理
重心真正下移

需要引导社区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可通过加大宣传、
政策倾斜、
制定相关考核指标等吸引其他社会资本

根据目前任何部门都可以向社区下达考核任务

投入社区建设。

的现状, 首先要对各种形式主义的评比考核进行清
查, 必要的考核项目应由相关部门协助完成, 改变过

( 五) 建立健全社区的民主参与机制
一方面, 在社区内推行重大事务听证制度, 其目

去只管下达任务, 而对考核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的是使持不同意见的各方能各抒己见, 充分表明自

无约束状态。同时落实双向互动考核机制, 变以前

己的立场和观点, 以求在此基础上能尽量地消解分

的单向考核或形式上的双向考核为真正的双向互动
考核, 使得/ 上考下0, / 下也能考上0。双向互动考核

歧, 达成共识。另一方面, 为打通社区问题治理的制
度性障碍, 可尝试建立/ 人大代表工作站0。此外居

机制使得居委会拥有了组织社区居民、驻区单位和

委会也要转变工作方式, 改变坐等上门服务的被动

非政府组织对街道办事处和基层部门进行监督和评
议的权利。进一步发展的良性结果是社区居民对居

工作局面, 主动与社区居民、驻区单位、非政府组织
等建立密切联系, 与辖区内基层办事人员保持相对

委会、
街道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也可以直接进行

固定关系, 使各方主体都积极投入到社区发展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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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地方政府应积极探索和出台推动社区健康

段对居委会职能/ 去行政化0 [ 8] ( P31) , 把居委会从/ 政

发展的政策法规

府之腿0的窘况中解放出来, 从而使政府与居委会以

现阶段, 由于通过全国性的法律来规范社区行
为的时机还很不成熟, 可以先由地方政府根据现实

及社区居民之间形成/ 指导而不是命令、
合作而不是
对抗0的新型关系。

发展需要调整和新建地方性法规, 如对于新建小区

三、结语

物业公司/ 一股独大0现象, 可制定5业主对物业管理
的评估制度6; 为清查形式主义的评比考核, 确保管
理重心真正下移, 可制定居委会对职能部门的5考核

总之, 在政府改革行政型社区管理体制尚未完
全到位、
社区自治组织没有发育成熟的情况下, 突破

制度6、
5首问负责制6; 为调动居民参与热情, 可制定

城市社区建设 面临的困境是一个艰难 和持续的过

5居民提议及办理提议制度6、5社区事务听证 会制
度6等。在此基础上, 我们应当逐步通过修改法律来

程, 这其中不仅需要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 更需要来
自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观念转变和制度创新。

明确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和定位, 特别是通过立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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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Community constr uct ion develops rapidly lat ely owing t o effort s of the gover nment . In spit e
of all this, a dilemma ar ises. T herefore, t his paper argues for a new managing mode of the communit y con2
st ruct ion with a complet e mut ual inspect ion system and r esponsibility mechanism. Mor e effort s should be
made t o have t he str ucture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opt imized, communit y management diversified, and
more invest ment channels esb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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