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4 月 14 日 AII03 版









2014 年 4 月 14 日 A08 版

解读网络问政深圳罗湖样本

罗湖社区家园网：接地气、见实效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广东优秀候选案例之 5

2007 年 4 月 28 日，罗湖社区家园网(下称“家园网”)，正式开通。这是全国首家由区级党委政府创建，立足社区，面向居民，以交互式论坛为

主要互动平台的社区网站。目前，该网站每天的点击量在 10 万人次左右。日前，南方舆情研究院组织专家、记者到深圳市罗湖区进行实地调研，认为

罗湖社区家园网有思想、接地气、见实效。

基层政府负责人时刻关注论坛动态

每天超过 10 万人次的点击率，高度有效的发帖回复率，使家园网被誉为罗湖区的“网络民意直通车”。“家园论坛”是家园网的核心栏目，人气也

最旺，比起传统的信访渠道，民众更愿意通过网络提意见、建议，约束少了，表达更真实。

家园论坛覆盖了全区 10 个街道、83 个社区和 700 多个小区；另一方面，所有社区工作站、居委会、物管处、业委会等基层政府负责人，都有自

己的账号和联系方式，时刻关注论坛动态，随时准备反馈回应。

“我们养成了习惯，每天睡觉前至少拿出十到二十分钟，把每个帖子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看一遍。第二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上家园

网。我们要求每个班子成员的分管领导都这么做。”东晓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武说。

居民反映问题有效解决率超 70%

家园网的“问政与答政”主要在论坛中进行，网民与政府“面对面”有问有答、反复沟通，突破了传统半封闭的问政方式，把网民的投诉和建议，

相关部门的处置过程和解决结果都晾晒在“网络阳光”之下，使网民的关注评论变成监督力量，倒逼相关部门寻求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确保及时有

效地化解矛盾。

截至目前，罗湖区各部门通过家园论坛及时解决处理民生意见、建议 28000 多条，居民在家园网反映的问题，相关部门的回应率达 95%以上，有

效解决率达 70%以上。

“家园网对我们政府工作的思路、方式方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过去是开会再开会，自编自导自演自唱，现在我们是以群众的问题和需求

为导向。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问题，网上一看就知道，工作有了明确的目标，像走了捷径，事半功倍。”陈武说。

利用家园网开展过百场社区活动

家园网的板块划分、内容设置和功能设定，都立足于满足社区自治实践的需要，引导网民第一时间关注和介入公共事务。例如，业委会和楼(栋)

长的选举过程都在家园网上同步直播；社区发展经费的使用方案和使用情况，都要在家园网上晒出并接受网民的投票和监督等。

区文体局局长廖晓表示，区级公益性文化活动进社区前，要在家园网上接受居民的“文化超市点单”考验，根据“点单量”的排名高低选择进社

区的活动。

“三年时间，我们利用家园网开展了 113 场社区活动，平均每个月三场。”田贝社区居民代表黄范海说。

家园网核心竞争力在行政资源

六年多来，家园网逐步探索建立了“主网+子网”的模式，形成了以 1个主网为核心，以 83 个社区子网群为触角的社区公共服务网络体系，成为

罗湖党政社群齐抓共享的网络问政平台。

罗湖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罗湖家园网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行政资源！家园网实际是区委区政府为辖区百姓办的自己的网站。

该负责人还表示，区委区政府认为“办网站就是办民生”、“舆情就是工作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六年多来，罗湖区虽然经历了各级领导换届，但对

家园网的重视和支持一如既往，保证了家园网的运营发展，没有“人走政息”。

点评

南方舆情研究院特邀专家张志安：

贵在坚持、服务、包容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认为，罗湖社区家园网已连续两届获得深圳市网络文化奖“最佳社区服务奖”，是广东政府治理创新的优秀

案例。其可贵之处有三：

其一、贵在坚持。家园网创办已近 7年，始终保持亲和力和草根性，日均点击超过 10 万人次。

其二、贵在服务。家园网持续吸引社区居民的关键在于服务，如设立“网络服务台”，提供贴近服务，鼓励投诉和建议，帮助解决问题。

其三、贵在包容。通过“交互式论坛”，实施网络问政并可全程监督，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社区自治的有效对接，政府对网民的批评和意见充分包容，

营造了理性对话、官民互动的网络空间。

采写：南都记者 陈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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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问政会 7位人大代表 6位没来

清水河 7社区争夺百万共治资金，首日问政会多位人大代表缺席

10 号上午的问政会，7个人大代 表 有 6个 没来，这让我觉得很灰心，也很恼火。通过这个现象也折射出，选出一个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社区的人

大代表有多么重要。

———罗湖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吕毅

清水河街道跟我反馈的是，11 号上午投票环节，缺席的人大代表承诺会过来投票。这其实是有问题的，没有参与项目问政，对 13 个提案不了解，

他们凭什么投票？

———罗湖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吕毅

罗湖区党政社群社区共治试点工作进入问政阶段。4月 10 日、11 日，最先进行的清水河街道党政社群社区共治问政会在罗湖区委召开，来自该街

道办和辖区 7个社区的 5 0 多位议事代表参会，对 13 个提案进行投票，以确定 100 万元的共治资金怎么花。经过两天辩论，11 个提案成功入选。

根据问政会规则，每个社区议事代表团须包括 1位驻挂该社区的人大代表，但 10 日上午的问政会，7位人大代表有 6位没来。罗湖区社工委专职

副主任吕毅直言，驻挂社区的人大代表应该对自己选区的选民负责，但现有的人大代表很少有人有这种意识。他已交待相关部门将缺席人员的名单汇

总，由罗湖区社工委统一报给区人大。

议事规则专家担任主持人

去年 8月 26 日，罗湖区委书记倪泽望宣布“党政社群社区共治项目”正式启动，桂园、清水河、南湖、黄贝四街道成为首批试点，每个获得 100

万元共治资金。这 100 万元投到什么项目、怎么花，都须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充分听取居民意见。

4月 10 日 9 时 30 分，清水河街道党政社群社区共治问政会在罗湖区委二楼多功能厅召开。现场 8张圆桌专为 8个议事代表团准备。其中，清水

河街道办派出了 1个代表团，坭岗、玉龙、银湖、清水河、草埔西、龙园、梅园 7个社区各派一个代表团。为让议事代表对问政会规则有较为清晰的

理解，罗湖区社工委专门邀请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担任主持人，现场先开展一个多小时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培训。

13 个提案“闯入”问政会

据清水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曾惠卿介绍，该街道于去年 9月份开始实施党政社群社区共治工作，截至去年 12 月 8 日，7个社区收集到共治建议案

2694 份，最终选出了 14 个最能代表社区共治、最迫切、最可行的提案交到街道共治问政会进行最终决议。



今年 2月 18 日、19 日，清水河街道共治推行办公室协同基建办、社会事务科、文体站、社区议事会成员、项目提案人以及第三方中联建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对 14 个项目进行可行性实地调研，进一步完善了各提案项目，确定了实际工程量与资金投入预算。其中，龙园社区《关于增设监控摄像头》

的提案因实际造价超过管理处承受能力，提案人自愿退出。也就是说，参与这次最终决议的提案共有 13 个。

根据决议规则，各社区提交提案合计预算超过 120 万元的，以 100 万元为拨付金额上限；预算在 120 万元以内的，以 80%为规定金额。如果提交

的提案涉及物管等产权单位业务范围，产权单位须承担总金额的 50%。

据曾惠卿介绍，进入该街道问政会的 13 个提案项目资金总额为 181 .61 万元。其中，自筹资金 37 .1 万元，需要申请共治资金 144.51 万元。清

水河街道共治资金只有 100 万元，这意味着有的提案可能会被否决。7个社区的议事代表都认为自己社区递交的提案是最迫切的，谁能胜出？谁会落

败？提案是否经得起“锤炼”是关键。

有两个提案最终被否决

经过一天半的修正与辩论，有的提案申请金额被削减，有的则在原申请金额上增加，最终结果 4月 11 日中午出炉。草埔西社区递交的智能岗亭系

统工程项目和玉龙社区递交的改善插花地生态环境状况项目因获得赞成票数较低被否决。南都记者注意到，被否决的两个提案申请共治资金金额比较

大，一个 19 万元，一个 20 万元。会后，两个社区的议事代表就提案被否各自总结原因。

“我们是第一个上台陈述提案的社区，由于陈述得不够清晰，加上申请共治资金的金额比较大，以至于其他社区的议事代表产生误解。”玉龙社区

议事代表说，如果下年度还有共治资金拨下来，该社区会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再次提出申请。

结果出炉后，清水河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文忠与另外 11 份提案的负责人签订项目确认书，入选项目统一由该街道负责实施。“问政会

虽然告一段落，但这次共治试点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今后在做决策时应该充分听取居民意见，只有让居民真正开心，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位了。”文忠

说。

胜者说

银湖社区提案人：

为提案准备了半年 共治公约防“烂尾”

银湖社区提交的“关于华润至银田花园路段综合整治项目”因获得赞成票数最多而入选。在该社区议事代表团成员看来，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我们花了半年时间准备这个提案，而且这个项目是个纯公益性质的项目，受益群体比较大。”提案人张磊介绍，该提案涉及路段为金碧苑、银湖

庄园和银田花园三个小区业主的主要通道，该路段位于三小区红线之外，又未划入市政道路管理范围，管理主体缺失导致大量社会车辆在此长期停放，

严重阻塞交通和消防通道，加上卫生、绿化缺少管护，摆摊小贩随手扔垃圾，使整个路段的环境脏乱差。基于此，该社区 70 多位居民代表共同提出这

项议案，希望通过共治平台加以解决。

该项目总预算 193960 .54 元，自筹资金 14.4 万元，由金碧苑、银湖庄园和银田花园三个小区的物业共同筹集，需要申请共治资金 5万元。拟采

取的方案措施包括扩大问题路段出入口的宽度、设置隔离护栏、对花岗岩路面进行修复等。

为打消其它社区议事代表关于该路段整治后无人管理的疑虑，银湖社区议事代表团在问政会上出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共治公约。共治道路建成

后，将建立三家物业共管机制，签署《共治道路共治公约》，规定各方管理范围、职责和标准。

“看得出来他们在这个提案上花了不少心思，也确实是想解决社区存在已久的问题，所以我给他们投赞成票。”坭岗社区一位议事代表说。

挑挑刺

罗湖区社工委副主任直言“灰心、恼火”

缺席人员名单将汇总统一报给区人大

根据问政会规则，每个社区议事代表团须由 5位居民代表、1位社区工作站站长、1位驻挂该社区的人大代表总共 7人组成，街道办议事代表团则

可安排 5位工作人员参会。召开问政会前，罗湖区社工委多次向街道办强调这一规则，即便如此，有人大代表在关键时刻依然“掉链子”。

“10 日上午的问政会，7位人大代表有 6位没来，这让我觉得很灰心，也很恼火。通过这个现象也折射出，选出一个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社区的人

大代表有多么重要。”罗湖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吕毅直言，驻挂社区的人大代表应该对自己选区的选民负责，但现有的人大代表很少有人有这种意识，

他们普遍没有危机感，没有责任感，更谈不上去肩负神圣的使命。

“清水河街道跟我反馈的是，11 日上午投票环节，缺席的人大代表承诺会过来投票。这其实是有问题的，没有参与项目问政，对 13 个提案不了

解，他们凭什么投票？”吕毅说，党政社群社区共治最大的意义并非项目的实施，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普及罗伯特议事规则，同时传播一种理念，让基

层官员明白，很多事情不能硬来，要和老百姓商量着来，“最终目的是希望驻挂社区的人大代表动起来，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到社区解决民需，遗憾的是，

很多人大代表根本不懂议事规则，连个摆设都不愿意当。”

11 日上午 11 时，清水河街道党政社群社区共治问政会进入投票环节。由于驻挂龙湖社区的人大代表缺席，54 张选票只发出 53 张。根据问政会规

则，缺席的议事代表视为自动弃权，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龙湖社区的提案因此失去一个票权。

吕毅表示，他已交待清水河街道相关部门将这次问政会缺席人员的名单进行汇总，会后由罗湖区社工委统一报给区人大。

采写：南都记者 叶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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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方案措施包括扩大问题路段出入口的宽度、设置隔离护栏、对花岗岩路面进行修复等。

为打消其它社区议事代表关于该路段整治后无人管理的疑虑，银湖社区议事代表团在问政会上出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共治公约。共治道路建成

后，将建立三家物业共管机制，签署《共治道路共治公约》，规定各方管理范围、职责和标准。

“看得出来他们在这个提案上花了不少心思，也确实是想解决社区存在已久的问题，所以我给他们投赞成票。”坭岗社区一位议事代表说。

挑挑刺

罗湖区社工委副主任直言“灰心、恼火”

缺席人员名单将汇总统一报给区人大

根据问政会规则，每个社区议事代表团须由 5位居民代表、1位社区工作站站长、1位驻挂该社区的人大代表总共 7人组成，街道办议事代表团则

可安排 5位工作人员参会。召开问政会前，罗湖区社工委多次向街道办强调这一规则，即便如此，有人大代表在关键时刻依然“掉链子”。

“10 日上午的问政会，7位人大代表有 6位没来，这让我觉得很灰心，也很恼火。通过这个现象也折射出，选出一个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社区的人大

代表有多么重要。”罗湖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吕毅直言，驻挂社区的人大代表应该对自己选区的选民负责，但现有的人大代表很少有人有这种意识，他

们普遍没有危机感，没有责任感，更谈不上去肩负神圣的使命。

“清水河街道跟我反馈的是，11 日上午投票环节，缺席的人大代表承诺会过来投票。这其实是有问题的，没有参与项目问政，对 13 个提案不了解，

他们凭什么投票？”吕毅说，党政社群社区共治最大的意义并非项目的实施，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普及罗伯特议事规则，同时传播一种理念，让基层官

员明白，很多事情不能硬来，要和老百姓商量着来，“最终目的是希望驻挂社区的人大代表动起来，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到社区解决民需，遗憾的是，很

多人大代表根本不懂议事规则，连个摆设都不愿意当。”

11 日上午 11 时，清水河街道党政社群社区共治问政会进入投票环节。由于驻挂龙湖社区的人大代表缺席，54 张选票只发出 53 张。根据问政会规

则，缺席的议事代表视为自动弃权，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龙湖社区的提案因此失去一个票权。

吕毅表示，他已交待清水河街道相关部门将这次问政会缺席人员的名单进行汇总，会后由罗湖区社工委统一报给区人大。

采写：南都记者 叶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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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丹村改造 989 户业主签约

仅剩约 10 户业主正在洽谈中

南都讯记者周昌和 出人意料，一拖十余年的鹿丹村改造，进入征收阶段后很顺利。昨日，市住建局介绍，鹿丹村片区综合改造工程房屋征收工

作自 2013 年 12 月 2 1 日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业主的支持和配合。目前，仅剩余约 10 户业主正在洽谈过程中，已办理房屋移交手续的业主共 892

户。

892 户业主已移交房屋

鹿丹村改造是深圳几任市长的老大难，拆迁改造几经波折。从去年以来，改造开始提速。市住建局昨日介绍，至 2014 年 4 月 12 日，签订“深圳

市鹿丹村片区综合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业主 989 户，另 30 多户业主已对“鹿丹村片区综合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进行了书面确认，

但因房屋权属等原因尚未完成正式签约手续，仅剩余约 10 户业主正在洽谈过程中。此外，已办理房屋移交手续的业主 892 户。

为保障该项目的顺利推进，切实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昨日 14：00 至 16：00，市住房和建设局在鹿丹村 2栋组织全体业主公开选取一家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为该项目的房屋征收提供专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服务。选取全过程接受市住房和建设局纪委及业主的监督，并请罗湖区公证处现

场公证。

公开摇号选定评估机构

此前，市住建局组织鹿丹村改造办制定了鹿丹村片区综合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选取实施方案，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将报

名条件设定为在深圳注册的具备一级房地产价格评估资质等级的评估机构。招聘评估机构通告发布后，有 13 家评估机构符合条件入选。

本次评估机构的选取工作采取投票的方式，由业主共同在上述 13 家入选机构中协商选定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投票结果若有超过 50%(即 520

户)的业主选取同一家评估机构，则视为协商选取成功，得票最多的评估机构为中标机构。投票结果如任何一家评估机构都未能获得 50%以上的票数则

视为协商选取不成功。

不过，至昨日 16：00 投票结束，没有一家评估机构获得的投票超过半数，根据选取方案，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选定深圳市龙房地土地房地产评估

咨询有限公司作为鹿丹村改造项目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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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13 日

■都市频道报道 4月 12日凌晨，罗湖东晓花园内，一位丈夫就因与妻子有矛盾，将汽油泼在了她的身上，再点燃。在市二医院

烧伤科的走道上，伤者小叶的母亲叶女士痛苦诉说着凌晨发生的一幕。叶女士说，小叶是自己的大女儿，与女婿郭某结婚不到两年，孩

子一岁多了，今年初自己来深帮他们照顾孩子，可没曾想， 12日凌晨一点，郭某趁着小叶在洗澡之时，将放置在热水瓶中的汽油泼向

了她。叶女士说，郭某在点燃了女儿身上的汽油后，仍然追着女儿继续浇汽油。女儿全身是火，不断喊叫。看到这个情景，叶女士和小

女儿急忙上前营救。在营救过程中，叶女士和小女儿的双手均被烧伤，而在火被扑灭后，大女儿小叶已经烧得不成人形。凌晨两点，120

救护车将小叶紧急送往了市二医院进行抢救。医生表示，未来几天必须要给小叶做手术，否则性命难保，但这笔手术费对这个家庭来说

却是天文数字。夫妻俩租住的东晓花园 5栋 102房，里面仍是一片狼藉，在其中一个房间的地上，一张棉被有明显烧焦的痕迹，就是叶

女士母亲用来扑灭女儿身上的火造成的。叶女士的妹妹说，姐姐和姐夫四五个月前开始租住在这里，随后她和母亲也搬了过来，平时姐

姐姐夫基本没有吵架，但是自从姐姐上班的一个月来，情况就有所变化。而 4月 11日晚上，夫妻俩还出去了一下，到了很晚才回来，

叶女士的妹妹，双方并没吵架。令家里人想不到的是，凌晨一点多，叶女士的丈夫又出门，回来的时候却手拿汽油瓶，泼向了自己的妻

子，在房间熟睡的母亲和妹妹也被惊醒。得知消息后，叶女士的父亲也连夜从老家赶到深圳，他表示，之前女儿跟女婿结婚，由于双方

年龄差距十几岁，站在自己的立场，他并不赞同这段婚姻，但还是让女儿自己选择目前，叶女士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下周三之前

必须进行手术，不然就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但首期高达二三十万的手术费，让一家人一筹莫展。

■公共频道报道 家住莲塘的王女士来电反映，4月 10日晚上，她发现 3岁的儿子的双脚小腿处有多处淤青，看起来像是被人捏

出来的。儿子说，这些淤痕，是因为自己穿鞋太慢，惹到幼儿园的保育老师不开心，被老师捏的。医院初步诊断这些淤痕系因外力导致

的。王女士说，她如今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会因此产生厌学情绪，对孩子未来心理健康产生影响。12日上午，记者到小正就读的鹏星幼儿

园了解情况，不过由于今天是星期六，没有找到相关负责人。下午，鹏星幼儿园的园长黄女士联系上记者，要求对此做出回应。该园长

否认小正小腿的淤痕是保育老师所为。黄园长还说，园方愿意退回小正剩余的学杂费，但家长提出要一万元的赔偿，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协议。随后也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罗湖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会介入调查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