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心里装着
群众，群众心里就装
着你。”谢兰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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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安洗脸盆？”
“墙砖要什么颜色？”
1月13日上午，两江新区人和

街道邢家桥社区居委会办公室里，
社区党委书记谢兰与居民洛莉（化
名）最后确认房屋整治申请书上的
细节。

确认完毕后，洛莉与谢兰在申
请书上签字，两人笑着牵手合影。
见此情景，人和街道党工委书记甘
敬鸣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激动地
对身旁的街道主任盛勇说：“这下我
们达到满分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个满分，是指邢家桥社区的
488 户、1422 名老旧安置小区居
民，对小区改造的支持率。随着最
后一户居民，8栋6-4的洛莉在房
屋整治申请书上签字，小区改造支
持率达到了100%。

“这一户虽然最后签字，但我理
解他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也感
谢他们，最终理解政策，支持改造。”
谢兰说。

2018年 12月，洛莉收到邢家
桥社区发来的房屋改造通知。凑巧
的是，此时她家刚刚自己掏钱搞完
室内装修，她担心改造不仅会影响
平时居住，还会对新装修的房子造
成“损伤”。

“你看嘛，确实怕哪样来哪样，
楼上施工，把我家的天花板和墙壁
都搞漏了！这种情况就应该给我现

金补偿！”洛莉指着家里漏水的墙面
对谢兰说。

重庆日报记者在洛莉家看到，
其客厅天花板的一角，出现了1条
30厘米左右的裂纹，水渍透过裂纹
浸湿了墙布，次卧的空调挂机处也
出现漏水，洁白的墙面已经长出星
星点点的黑色霉菌。

“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人，楼栋更
换下水道管需要入户施工，他们也
支持了。”谢兰说，这户居民没享受
到实惠，还受了委屈，有怨气。不同
意整治，社区很理解，也很为难。

谢兰的“为难”在于，她想为居
民们多争取一些福利，但根据政策，
只能对因施工造成的损坏进行恢
复，同时给每户补偿相同数额的过
渡费，洛莉要求的“现金补偿”是政
策不允许的。此外，最近几年，相当
一部分居民都对房子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装修，只给洛莉一家补偿，其他
居民心里不平衡。

每个签名背后都有一
个温暖故事

“我对不起他们，只能厚着脸跟
他们讲政策、做工作、赔礼道歉，换
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谢兰说。

为了与洛莉一家就整治意向达
成一致，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前
前后后与他们谈了数十次。

回忆起这段经历，人和街道规
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主任廖小均
感慨万千：“他家的思想工作难做，
倒不是说他们不讲道理，相反，我每
次上门，他们都笑脸相迎，又递水果
又倒茶，每次想到他们的难处，我的

心里就更加愧疚。”
在一次次沟通中，洛莉一家对

整治的怨气也在慢慢消解。去年
底，洛莉的婆婆病逝。婆婆是老党
员，生前非常支持整治工作，还当过
社区志愿者，社区干部也曾多次前
去探望。在悲痛中，一家人决定不
再计较以往的得失，同意整治。

在整治工作中，不止是谢兰，社
区干部、志愿者都投入到了向居民
宣讲政策、与居民谈判协商的工作
中。他们将心比心、以情暖情，换来
了整治同意书上的一个个签名，也
共同经历了许多温暖动人的故事。

与洛莉一家沟通换得理解和支
持，是“怨气消解”的故事。

在邢海棠（化名）的房子遭遇火
灾之后，施工队以最快速度进场进
行修复，社区捐款捐物、提供公益性
岗位开展援助，帮助邢海棠的生活
回到正轨，是“重拾希望”的故事。

向欢（化名）的儿子被社区介绍
的单位从公益性岗位上解聘，向欢
认为是社区的人作梗，留下一个心
结，抵制改造。而社区作好解释工
作，让向欢明白了儿子被解聘的原
因是年轻贪玩，而一同被解聘的还
有谢兰的哥哥，这是“解开心结”的
故事。

“488户居民，都在改造同意书
上签下‘同意’二字，每个签字背后，
都有一个温暖的故事感动着我，感
动着社区的老百姓。”谢兰说。

不忘初心，赢得民心

今年元旦过后，在社区干部的
帮助下，向欢的儿子克服缺点，通过

努力再次找到了工作。
邢海棠已经准备搬进“新家”，

谢兰计划着自己出钱再送她两张
床，还要找人帮她搬重物。

洛莉家里，在楼栋施工中被震
漏的天花板已经得到修复，房子外
立面的防水层已经粉刷完成，受潮
的墙布也将在年后由施工队全部更
换。她已经把房子打扫干净，准备
迎接春节。

目前，邢家桥社区安置小区改
造已近尾声，居民们纷纷回来看自
己的新家。

邢家桥社区办公室也一片忙
碌，谢兰正和他的同事为社区居民
置办“春节礼物”：每户一个中国结、
一个“福”字贴、一副春联、一张全家
福、一封信。

1月16日，一场百家宴将在社
区院坝上开展，一同举行的，还有一
场承载着社区回忆的图片展。届
时，这些礼物将被交到居民手中。

“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就
装着你。”谢兰说，“不忘初心”就能
赢得“民心”。

这是谢兰曾经在两江新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典
型事迹报告会上讲过的话，最近，她
被评为了2019年度“感动重庆十大
人物”。

“与其说我们的工作感动了大
家，不如说是邢家桥社区的居民感动
了我。整治过程中，居民们不计前
嫌，相互帮助，与我们并肩战斗攻坚
克难，给了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邢家桥
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谢兰说。

最后一户居民签字了
邢家桥社区488户居民对小区改造支持率达到100%

□人民日报记者 刘新吾

“治理盲区”如何管

“老陈，终于找到你啰！来两条江团，
老办法做。”傍晚，在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
的背街角落，几名老顾客来老陈的餐厅吃
鱼，生意火爆，忙得不可开交。

店主老陈名叫陈廷江，在“上岸”前，
他曾在嘉陵江边经营餐饮船。名字中带

“水”，他这辈子都在和水打交道，“会走路
的时候，就在田里摸鱼”。陈廷江当时开
的餐饮船并不大，只能摆几个桌子，但河
鱼新鲜，食客络绎不绝。

“上山火锅看夜景，下河吃鱼看外
滩。”重庆依山而建，因水而兴，市民有在
江边船上吃鱼的习惯。餐饮船起源于渔
船，逐渐发展成为“水上餐厅”，但一段时
间里，绝大部分餐饮船属于无照经营，不
仅污染环境，还存在安全隐患。

老陈的船也一直没有营业执照。近几
年，他越来越“不踏实”，“你看新闻上，经常
讲环保，严得很。”果然，2017年底，街道干
部再次上门找他——全市餐饮船全部治理
整顿，他的船要拆掉，可以上岸经营，如果
能在规定时间内拆船，还奖励20多万元。

过去由于交叉管理，“九龙治水”，餐
饮船属于典型的“治理盲区”，没能得到根
治。一艘餐饮船，10多个部门在“管”：餐
厨垃圾归城管部门负责，油烟排放归环保
部门负责，经营方面归工商部门管，消防
则是公安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由食药监部
门监管，船舶安全又是海事部门负责……
此外，各个区县履行属地责任，与作为行
业主管的市直部门责任划分不明，导致餐
饮船成为治理盲区。

“打了一辈子的鱼，不想走！”陈廷江
原本以为这次治理是“一阵风”，决定沿用
老办法——拖。

明确责任船上岸

不过，这次“看样子是要动真格的”，
重庆餐饮船全面治理，明确由交通部门牵
头，以属地治理为主。

街道的“包船”队伍三番五次上门做
工作，“国家大政策要保护环境，你们的船
不环保，也不安全，不得行！”干部们还带
陈廷江去“老宋家河鲜馆”参观。老宋也
是一名船主，在街道干部帮助下找到了不
错的店铺，已经率先上岸经营，平均每月
营业额达40多万元，不比以前少。

陈廷江看着有点“眼红”，也有些动
摇，“江里涨水时，旧船晃来晃去，我挺担
心老婆的安全。”去年4月中旬，“包船”的
街道干部又上门了：5月1日是最后期限。

去年4月底，一名船主看到了长江经
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闻，
转到聊天群里。

第二天，“包船”干部又当着陈廷江的
面，打开这条新闻，“老陈，大趋势，莫固执
了！”同时，街道答应他，跟帮老宋一样，也
帮老陈联系店铺并搬家。

陈廷江终于决定搬了。没想到，上岸
之后，生意更火了，味道鲜、讲信用，老顾
客专门寻来。

这次破解治理盲区之所以见了效，重
点在于责任明确。市交通局牵头，各个区
县承担属地责任，并层层压实，将任务分
解到街道，每个科室“承包”几艘船。经过
一年攻坚，2018年10月底，重庆138艘
餐饮船取缔近八成，保留船只均实现垃
圾、污水“零排放”。

因“船”制宜重民生

在重庆南岸区南滨公园，北望渝中，
可以看到美丽的天际线。一艘餐饮船停
泊在旁，窗明几净，人声鼎沸。

这是“鑫缘渔港”号，规模较大，在经
过严格的环保改造后继续经营。现在，船
上每天用水30余吨，先储存到船舱的污
水储存器，由专门的污水船运走。船上还
安装有污水排放监控，防止偷排漏排。

“既要保护好长江，也要让人吃饭。”
重庆市港航局海事处处长陆朝晖说，餐饮
船涉及人数多、金额大，这次治理并非“一
刀切”，而是根据政策和实际情况依法依
规处置。如果船只合法，经过环保和安全
改造，允许继续经营。

在治理过程中，重庆注重先在一个区
县取得突破，形成示范，为其他区县工作
提供借鉴。

江北区餐饮船主要集中在主城繁华
地段，靠泊位置较为集中，均为非法经营，
但船主收益较高，治理工作示范效应好。
2018年上半年，江北区率先启动治理，取
得良好效果后，南岸、北碚、江津等23个
区县纷纷跟进。同样，在做船主工作时，
也先争取部分船主支持，带动其他船主。

治理虽然采用“雷霆手段”，却也颇显
“菩萨心肠”。曾走红网络的“大楼水上
漂”新建不久，投入较大，验收达标，但原
在水域属于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餐
饮经营影响鱼类活动，只能忍痛割爱。不
过，了解实情后，相关部门主动牵线搭桥，
为其找到下游“买主”，减少损失。“我们的
目的是要把事情办好，把‘治理盲区’破解
好，真正为老百姓考虑。”陆朝晖说。

在南滨公园，北眺长江，碧水东流，天
色渐晚，江岸灯明，山城重庆渐入佳境……

（原载于2020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交叉管理，多年的难题如何破解？

餐饮船上岸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
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在基层治理中，由于一些问题跨地区、跨部门、跨事权，多部门
多区域交叉管理，容易产生治理的空白地带，形成治理难点。记者
深入基层调研，关注在交叉管理地带，“九龙治水”的餐饮船难题如
何破解。

核心阅读

《人民日报》聚焦重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1月13日，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随着最后一户居民洛莉（化名）与社区党委书记谢兰（左一）在房屋整
治申请书上签字，小区改造支持率达到了100%。 记者 龙帆 摄

自治为根本德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

城口“三治”融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城口以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

引领，结合深化“枫桥经验”重庆实
践十项行动“十个一批”任务落地落
实落细要求，按照以自治为根本、德
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三治”融合
体系，在全县25个乡镇中筛选了12
个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协同示范
村，通过试点示范，找到破解基层社
会治理的经验方法，进而为全县全
面推广“三治”提供借鉴参考，以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德治
发挥乡贤作用解决群众纠纷

明通镇大塘社区的乡贤徐龙祥手
里的事还没处理完，谭先碧拉着儿媳
沈小平来到社区的乡贤馆，吵着闹着
要找老徐给评评理：“她不赡养我，不
让我上儿子家住。”“她不爱干净，生活
习惯和我们合不来。”

徐龙祥拉着沈小平说：“人人都
要老的，你到了她那个年龄也是一样
犟。你的儿女看你现在不管老人，将
来儿女也不管你，你咋办？”儿媳低下
头沉思了半天，答应回家照顾谭先
碧。

徐龙祥又找到谭先碧说：“你也年
轻过，也跟父母因为些小事吵过嘴。你

现在老了，想想自己当年（跟父母的代
沟），左右都是小事，睁只眼闭只眼就把
日子过了。”短短几句话说服了老人。

明通镇人口复杂，像谭家因为婆
媳间关系不和类似的事时有发生。

2017年，镇里利用乡贤德高望重
的地位调解群众身边的矛盾纠纷，提
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按照“三荐一
定”工作法，从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农村老党员、退休教师
中选出新乡贤86人，并成立了明通镇
乡贤协会、乡贤工作室，通过乡贤断案
化解群众间的矛盾。

在乡贤苏必轩的调解下，王顺桃
和嫂子因为哥哥王顺兵的安葬纠纷得
到了化解；在乡贤俞永权的劝说下，

“等靠要”思想严重的李兴容也开始出
门务工了……明通镇政法委书记杨传
洪说，乡贤不仅是群众矛盾纠纷的“调
解员”，也是党的政策声音的“宣传
员”。

为把群众身边的自力更生、孝老
爱亲、见义勇为等群众身边的典型树
立起来，明通镇通过编小品、快板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三人锣鼓”等形式将典
型案例编进节目，达到寓教于乐春风
化雨的作用。如今，通过乡贤德治的
感化，全镇环境清洁示范户有110户，
致富能人有38户，志愿脱贫户有86
户。

法治
普法宣传让法律入脑入心

“不能露天焚烧秸秆、农村的土地
归集体所有……”去年9月的一天，一
场“宪法进农村”的主题宣传活动走进
明中乡四合村，宣传人员通过深入浅
出的案例讲解，村民对法律知识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大家一致认为：“今后
要是遇到扯皮的事，再也不用争嘴了，
直接按法律来办。”

明中乡四合村是个偏僻的小山

村，前些年由于青壮年外出务工，村子
留下老人妇女小孩，加上后来周边村
子农民的迁入，时常发生土地地界纠
纷、院坝环境卫生、家禽养殖、婆媳关
系紧张、不赡养老人等诸多矛盾问题。

“大多问题矛盾都是因为村民对
法律知识的不了解造成。”罗庭学说，
为弘扬法治精神，让更多农村群众知
法、懂法、守法，学会利用法律维护切
身利益，乡里在大屏幕滚动播放法律
小案例，发放法律图解宣传册，让法律
从冷冰冰的文字变成了生动活泼的故
事，为让群众日常听得到。同时，村干

部利用院坝会、日常走访等形式，为村
民讲解一些身边的法律故事，并且通
过村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村规民约，利
用村规民约来约束村民违规违法的生
产生活行为。

村民唐中才过去对法律不熟悉，
没有什么法律观念，为此吃过亏。村
里结合法治，向唐中才普及了一些法
律知识，他通过参加乡里组织的建筑
工培训，如今已成了各建筑工地争抢
的“香饽饽”，年收入超过8万元。

不仅是唐中才走上了致富路，大多
数村民也因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大伙修
路、建房、发展脱贫产业的底气更足了，
罗庭学说，现在开展工作轻松多了，村
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后，邻里间发生矛盾
也学会用法律知识去解决，一种遵法、
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

自治
村里的事村民自己说了算

“院子清洁卫生怎么搞，大家都来
出出主意！”去年10月30日，沿河乡
红岩村王家院子院长王仕海和邻居们
你一言我一语，像拉家常一样，讨论起
了院子的发展大计。

红岩村辖5个村民小组共475户
1676人，近年来，红岩村创新网格管
理方式，按村民聚居范围把全村分成

20个不同的院落。
“我们20个院落每季度进行一次卫

生评比，将村里的治理权交给村民，村里
的卫生整治让他们自己说了算。”红岩村
支书牟正寿说，“在这种比学赶超氛围
下，大家的积极性更高，集体荣誉感也得
到了空前提升。我手机里面还有很多

‘偷拍’的照片，都是院里人自发扫地、捡
垃圾、打扫环境卫生的场景。”

如今，通过村民自治，王家院子的
环境卫生实现了“大变脸”。让人高兴
的是，王家院子院落连续两季度获得
红岩村环境卫生评比第一名。走进王
家大院，醒目的“最美院落”荣誉牌在
王家大院院落议事厅的荣誉墙上高高
悬挂，环顾四周，大院干净整洁，农具
摆放整齐，闻不到一点臭味。

“环境卫生的大变样，离不开大家
的共同努力。”王仕海说，不只是身强
力壮的年轻人，大到七八十岁的爷爷
奶奶，小到四五岁的孩子，看到自家、
院落及房前屋后的垃圾，人人有意识
的都会捡拾起来，大家还形成了一种
相互监督相互帮助的清洁卫生习惯。

在王家院子，不仅清洁卫生的治
理村民说了算，院子修路、外墙改造等
诸多大事小事，都是村民自己商量着
办，整个大院像是“一家人”，大家都变
得和睦友好。

张亚飞 刘茂娇

城口县明通镇群众正在脱贫致富光荣榜和乡贤榜前驻足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