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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城乡社区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着力点，与此同时，现有城乡社区治理标准面临难以满足
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新需求的严峻挑战，亟需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本文旨在开展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的发展战略
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发展的标准化需求，梳理了国内外与城乡社区治理相关的标准体系发展现状，凝练了我
国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的初步架构方案及重点发展方向，涵盖总体、
社区基础设施、社区信息化平台、社区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 6 个方面。结合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重点和短板，本文从
加强标准化顶层设计、开展试点示范、注重多方参与、坚持城乡统筹、加强人才培养 5 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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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the new focu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however, the existing
standards for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cannot meet the new demand for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thus a new
standards system is required. This study aims to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standards system.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demand for standardizing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tandards systems related to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explore
the problems in the standardization in China. Moreover, we propose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and key directions for the standards
system, covering general standards,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community information platform, community autonomy,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service. Considering the focus and weaknesses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e propose several suggestions from five aspects: Top-level design, pilot demonstration,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overall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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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实现精准治理。
与公共服务、智慧社区建设相比，城乡社区治

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居民生

理标准体系的复杂度更高，需要开展相关研究对城

活的共同体，承担着为居民提供事务管理和公共服

乡社区治理的范围和过程进行识别，对各个领域和

务的社会治理职责 [1]。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

各个环节的标准化需求进行梳理。目前，国内外围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绕公共服务、养老服务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的标准研

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

制工作，但是由于城乡社区治理涵盖的领域较为广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

泛，各个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又相对独立，现有标准

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

难以直接指导城乡社区治理在党建、自治、管理、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

服务等方面的发展，缺乏对整个城乡社区治理层面

系。十九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对

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为此，本文从构建城乡社

基层社会治理进行部署，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

区治理标准体系的现实需求出发，梳理标准化现状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并凝练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

进一步凸显了新阶段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随

系的整体构架、发展方向和推动策略，为规范和促

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

进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的发展提供支撑。

进一步加深，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日益显著，城乡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基层，是社会治理难题的集

二、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的需求分析

合点，面临的治理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为应对
可能出现的治理挑战，建设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体
系成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标准是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工

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的核心是应对社会
治理新变化、新需求，目标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做到层次分明、功能完备、多

具。推动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 +”体系的建立，

方参与，同时与法律法规体系、德治体系、自治体

推广城乡社区治理的成功模式和先进经验，让标准

系协同形成合力，有效支撑城乡社区治理的精准分

嵌入城乡社区治理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提升基层治

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和精准反馈，

理的法治化、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我国先后出台

实现城乡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城乡社区治理标准进行部署：
《国
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要
求，在美丽乡村建设、社会治理、政府管理、社区

（一）城乡社区治理发展需要标准化理念和方法的
融入

公共服务等领域完善标准制定 [2]；
《中共中央 国务

当前，社会治理强调由以政府为主体向多元

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加

主体转变，要求下沉到基层、到社区 [4]。标准作

快建立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研究制定城乡社区

为一种社会规范，能够起到“补强”法的作用 [5]，

组织、社区服务、社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基础

弥补社会治理“最后一千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

通用标准、管理服务标准和设施设备配置标准 [3]。

题；同时，标准能够以制度化的形式将各地方基层

为实现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规范、指导、协调和支撑

社区的治理经验和治理创新固化，解决各地方基层

作用，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体系应满足以下要求：

社区治理“即兴式”创新以及政府创新“孤例”现

①系统性，突出体现城乡社区治理是一项跨行业、

象 [6]，保证城乡社区治理的连续性和可扩散性，

跨部门的复杂系统性工程；②多元参与性，紧密围

使治理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另外，城乡社区治理经

绕“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兼顾社会管理与服务、

常面对各项突发的、新发的社会问题和需求，需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多主体；③协同性，强调标

要具有一定灵活性的标准及时进行回应，如针对

准应该与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形成合力，共同提

2020 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由浙江省疾

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④数字化智能化，充分运用

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起草、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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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时出台和实施疫情防
控地方标准共 12 项，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
了标准依据。
（二）城乡社区治理多元治理格局亟需标准的规范
和引导
社区治理涉及领域广泛、问题类型多样，需要

（五）社区治理需更加体现适老性，老年人服务标
准化需求增加
据中国发展基金会预测，2050 年，我国 65 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比例近 30%，60 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 5 亿，超过总人口的 1/3 [7]。
人口老龄化促使社会诞生多种养老方式，但居家养
老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养老模式，因此，城乡

形成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建共治机制和格局。近年来，

社区治理需要考虑适老性，依靠高科技手段，体现

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稳步增长，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

对老年群体的关怀，同时社会治理标准也要考虑这

与驻区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

种兼容性。居家养老以及社区养老将产生一系列新

组织成为多元治理格局的基本构成。为进一步规范

的服务组织和服务方式，为对其进行有效规范，与

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组织各类社

老年人服务的相关标准需求将显著增加。

会力量有效协商解决问题，实施政府购买城乡社区
服务，促进政府、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形成良性互

三、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的发展现状

动，亟需开展相关标准的研制工作。
（一）国外发展现状
（三）城乡社区治理的信息化发展趋势将产生大量

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都形成了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工作带

较为成熟的社区治理模式。美国主要是以社区发展
公司为主要的社区治理主体 [8]，政府仅对社区发

来了机遇和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科

展治理公司进行管理、评估和监督；英国采取的是

技支撑”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数字化、网络

多方互助社区治理模式，通过促进政府和非政府组

化、智能化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是新一轮

织、社区、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使社区治理水平
得到有效提升 [9]；日本的社区治理主要是社区营

的标准需求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出特征，将为社会治理
提供关键“科技支撑”。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的广泛应用，将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的精准化水平，

造模式，实现了“市民参与”到“市民主体”的转变，
治理主体是町内会和市民组织 [10]。国外在社区治

元协同效率，推动智慧社区发展和城乡社区治理

理标准化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具体如下。
1.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城乡社区治理标准

现代化。但这些城乡社区治理领域新兴业态的发

化现状

展亟需相关标准规范进行引导，与此同时，在信
息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也将产生大量的标

目前，ISO 技术委员会 / 项目委员会（TC/PC）
的数量共有 253 个，通过梳理和分析发现，与城

准需求。

乡社区治理领域直接相关的 TC/PC/ 分技术委员会

优化社区服务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提高多

（SC）数量较少，仅有 2 个：①城市和社区可持续
（四）保障居民权利和行政服务的标准需求增加

发 展 技 术 委 员 会（ISO/TC 268） 成 立 于 2012 年，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

秘书处承担国为法国 [11]，主要负责城市和社区可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持续发展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包括基本要求、指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人为本将是今后一切工作的
重点。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 4 亿人，并

南、支持技术和工具等，主导了《促进社区可持续

将持续扩大，未来一段时期内，公民的人格权将受

续发展 服务和生活品质的指标》等国际标准的制

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今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标

定工作。②社区规模资源导向的卫生处理系统项目

准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如公众参与权、决策规则公

委员会（ISO/PC 318）成立于 2018 年，秘书处承

开等领域；政府的行政服务将更加公开透明，相关

担国是美国，目前已成立 2 个工作组开展标准制定

标准需求也将不断增加。

/ 修订工作，重点关注的是卫生治理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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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ISO 还 有 一 些 TC/PC 涉 及 城 乡 社 区 治
理领域，如老龄化社会技术委员会（ISO/TC 314）、

相关标准的发展路线和重点任务。
二是发布标准化建设发展规划。2015 年 12 月，

组织治理技术委员会（ISO/TC 309）等。总之，城
乡社区治理领域的 ISO TC/PC 数量较少，成立时间

（2016—2020 年）》，明确提出将社会治理、政府管

较晚，主要发达国家主导话语权，发展中国家话语

理等作为标准化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对涉及城乡

权相对较弱；从已发布和正在制定的标准来看，由
于大部分 TC/PC 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发布的标准

社区治理的具体领域进行了部署，如制定和实施妇

也相对较少，尤其是 2016 年及以后成立的 TC/PC，

区建设等领域；研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社区服务

尚未发布标准，只有极少数标准处于制定中。

标准，制定实施综合行政服务平台建设、检验检测

2. 欧盟标准委员会（CEN）社区治理标准化
现状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女儿童保护、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基层民主、社

共用平台建设、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分级分类管理、
服务规范等标准。

目前，CEN 成立的技术委员会有 396 个，其中

三是发布城乡社区治理意见。2017 年 4 月，中

分技术委员会有 58 个，工作组有 1656 个，研讨会

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

有 43 个。与城乡社区治理直接相关的是智能与可

理的意见》，对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体系建设提出

持续城市与社区论坛（CEN/CLC/ETSI/SF-SSCC），

了明确要求，也提出了重点关注的具体领域。
2. 标准化试点项目

涉及城乡社区治理的有安全服务（CEN/SS A11）、
社会与公民安全（CEN/TC 391）等技术委员会及工
作组，但已发布的标准数量相对较少。
3.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社区治理标准
化现状
ANSI 是美国自愿性标准体系的管理和协调机

通过开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工
作，提升了标准化在创新社会管理和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中的重要作用。2013 年 8 月，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发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

构，主要通过认可标准制定组织（SDO）的程序来

点细则（试行）》，着手组织开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综合标准化试点工作。截至 2020 年 10 月，我国

推动美国国家标准的制定。目前 ANSI 官网上共公

已推进了 6 批共计 627 个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

布了 248 个 SDO，但没有与社区治理相关的 SDO。
整体来看，国外的技术委员会组织结构通常较

化试点建设项目，其中属于城乡社区治理领域的试
点项目有 60 多个，如北京市西城区基层民主协商

为完备，根据各自领域的标准化需求成立相关工作

标准化试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社区综合服务标准

组开展标准制定 / 修订工作，针对需要快速制定的

化试点、常州市天宁区居家养老管理服务标准化试

规范以及项目研究产出的新兴或快速变化的技术还

点、上海市普陀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标准化试点等

可以采用研讨会方式来制定标准。但是，具体到社

项目，涵盖社区养老服务、社区综合服务、网格化

区治理领域，其标准体系的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

建设、物业管理、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领域。
3. 已有标准建设情况

标准数量较少，尚未形成完善的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开展城乡社区治理的全
（二）我国发展现状

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仅部分委

1. 政策规划情况

员会涉及社区服务、物业管理、智慧社区等领域。

一是发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方面的纲

按照发布主体来看，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相关标

要和规划。2012—2017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准主要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团

联合 26 部委先后发布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

体标准。

准化工作“十二五”行动纲要》和《社会管理和公

在国家标准制定方面，我国已发布的有关城乡
社区治理标准约有 50 项。这些标准主要集中在社

共服务标准化发展规划（2017—2020 年）》
，构建了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区服务和社区信息化建设领域，占比分别是 38% 和
29%，其余还涉及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评价、

署，将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作为重点领域，明确了

社区应急安全等方面，如《社区服务指南（第 1 部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的推进机制，对我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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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总则）》
（GB/T 20647.1—2006）包括环境、文化、

规范》（T/SHCNSLH 000001—2020）、浙江省产品

教育、体育、卫生、物业、家政、青少年等方面的

与工程标准化协会制定了《和谐社区建设规范》系

服务标准；近年来，与农村（社区）相关的标准逐
渐增多，占比约为 35%，主要集中在农村社区建设

列标准、云南省标准化协会制定了《云南医联体社

和社区管理方面，如《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

定了《温江区社区发展治理规范》等，这些团体标

范》《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导则》等，而与农村居民
社区服务相关的标准较少；此外，还有 17 项国家

准在规范城乡社区建设、支撑城乡社区发展中发挥

区驿站》系列规范、成都市温江区社会工作协会制

了积极作用，成为现有标准体系的有益补充。

标准计划正在制定 / 修订过程中，主要涉及社区应
急安全、社区信息化、社区评价、社区服务等方面。

四、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存在的问题

在行业标准制定方面，国务院各部委制定发布
了一系列涉及城乡社区治理各个领域的行业标准，

目前，我国在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方面已

包括社区安全应急、社区信息化建设、社区基础设

经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但对照标准化的现实需

施、社区服务等方面。例如，民政部发布了《社区
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MZ/T 071—2016）
、文化部发

求，还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布了《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
（WH/T 73—2016）
、商

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工作缺乏牵头机制和顶层设

务部发布了《社区菜店设置要求和管理规范》
（SB/T
11023—2013）等，从行业标准的角度对城乡社区

计，没有形成一个与城乡社区治理现阶段发展需求

治理进行了规范。

域的标准研制过程相对独立，缺乏协同机制，相关

一是尚未形成完善的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

相适应的标准体系，导致碎片化现象严重。不同领

在地方标准制定方面，截至 2020 年 10 月，各

标准仍显割裂；很多地方虽开展了大量的城乡社区

省市在城乡社区治理相关领域制定的地方标准近
200 项，以作为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补充。其中

治理标准化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行业与地

山东省制定的标准数量最多，其次是江苏省、内蒙

标准存在定位不清问题，各层级标准体系衔接有待

古自治区、重庆市。具体来看，①在社区服务方面，

进一步理顺。

方层面、地方省市（县）以及基层服务机构层面的

二是缺少多元参与治理的相关标准。城乡社区

与养老服务相关的标准约占社区服务相关标准的
50%，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标准在养老服务领

多元治理格局的重点是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居民自

域的缺失；②在社区建设方面，相关标准主要涉及

治组织、专业社工团队、志愿服务组织以及社区机

和谐社区建设规范、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范等方面；

关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但是目前

③在社区管理方面，主要是环境卫生管理、社区工

在国家、行业以及地方层面，社区社会组织、社区

作者规范、流动人口管理、房屋租赁管理、档案管

协商自治、志愿服务等领域的标准仍较为缺乏，无

理以及党建工作管理等方面的标准；④在社区社会

法指导各类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组织方面，相关标准较少，仅山东省发布了《社区
服务组织诚信评价通则》
（DB37/T 3540—2019）和

三是科技的支撑作用不足。目前城乡社区治理
信息化方面的相关标准处于初级阶段，主要集中在

《社会组织社区便民热线服务规范》
（DB37/T 2866—
2016）2 项标准；⑤在社区居民协商自治方面，相关

能源计量抄收系统、社区节能控制等基础技术领域，

标准也较少，仅发布了 2 项标准，即广东省的《城
乡社区协商工作规范》
（DB44/T 2198—2019）和云

和数据库采集、制作与维护等现代化治理手段的标

而有关智慧化社区服务、协商议事、居民信息资源
准涉及较少。

南省的《和谐社区标准体系 居民自治》
（DB53/T
317—2010）；⑥在社区文化法制与矛盾预防化解、

治理领域的标准以城市社区治理为主，乡村（社区）

社区文化引领等方面的标准涉及较少。

治理相关的标准相对较少，而且乡村（社区）治理

四是城乡差异大导致标准化难度高。目前社区

此外，我国一些社会团体也制定了有关城乡社

相关标准主要集中在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层面，而

区治理的规范标准，如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组织联合

社区服务、社区信息化方面的标准较为缺乏；城乡

会制定了《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和居家认知障碍照护

发展的不均衡为社区治理标准化带来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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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GB/T 13016—

五、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架构初探

2018）中目标明确、全面成套、层次适当、划分清
（一）城乡社区治理的分类

楚的构建原则，参考《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社区治理的内容就是社区公共事务 [12]。根据

第 2 部分：标准体系》
（GB/ T24421.2—2009）的体

事务属性、责任主体和相近事务合并原则，城乡社

系框架，采用过程方法和戴明环（PDCA 循环）方

区治理可以分为社区行政事务（管理型）、社区公

法，以 2017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

共服务（服务型）和社区自治事务（自治型）三大

社区治理的意见》中的相关内容为基础，整合我国

类 [13]。

在城乡社区治理领域的相关政策；同时，在社区公

（1）社区行政事务（管理型）指以社区为单元，

共事务的分类框架下，梳理社区治理涉及的各类管

由特定或法定行政部门提供的管理型公共产品的组

理、自治与服务事项，确保标准的支持作用并覆盖

合，责任主体是政府，如社区环境管理、治安与消

城乡社区治理全过程。城乡社区治理新型标准体系

防管理等。

涵盖总体、社区基础设施、社区信息化平台、社区
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 6 个子体系。

（2）社区公共服务（服务型）指以社区为单位，
由政府、社区服务中心、物业服务部门、社区组织等

总体标准体系在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中起基

专业性组织提供的服务型公共产品的组合，包括特殊

础和支撑作用，指导城乡社区治理各领域标准的制

人群的服务、医疗保障等市政服务、物业服务等。

定，主要包括基础、评价和保障 3 个部分。

（3）社区自治事务（自治型）指除上述两类事

社区基础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平台标准体系是提

务外，剩下的事务属于社区自治事务，一般由社

供社区自治、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基础，是城乡

区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牵头，组织居民

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的“硬件”体系。其中，社区基

群众、社区社会组织等协商解决，如社区公共资

础设施标准对城乡社区治理中涉及的市政设施、公

源的利用等。

共服务设施、信息化基础设施以及应急设施进行规

社区公共事务的分类为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构

范，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提供保障；社区信息

建提供了理论模型，以这三类社区治理事务为核心，

化平台标准由平台标准和支撑技术标准组成，为城

明确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乡社区治理的信息化、智慧化提供支撑。

和社会力量四类治理主体的职能和作用，实现多方

社区自治、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 3 个子标准体

参与、共同治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

系是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的核心，围绕社区治理

的积极作用，构建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的主要范畴进行设置。其中，社区自治标准为城乡
社区组织、居民开展社区事务协商自治提供保障；

（二）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架构

社区管理标准为城乡社区治理中政府各部门对社区

城乡社区治理新型标准体系架构（见图 1），

各项事务的管理提供支撑；社区服务标准是城乡社

城乡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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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治理标准体系建设的重点，需充分发挥标准的规

技术委员会，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我国城乡社区治

范和引领作用，提升城乡社区开展社区服务的水平

理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制定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标准

和成效。

化战略、体系和政策措施，协调处理标准制定 / 修
订和应用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城乡社

（三）重点发展方向
1. 总体标准

区治理标准化工作的落实；建立标准快速响应和动
态修改机制，确保能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迅

积极推动城乡社区治理领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速制定标准并予以引导；加强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

及分技术委员会的成立，建立相关标准体系，制定

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加强地区标准的共享；建立

城乡社区治理领域的总体标准。
2. 社区服务领域

标准实施情况反馈的便利通道。

进一步完善社区政府服务标准，包括街道政务

（二）开展试点示范，鼓励创新

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行标准、社区服务中心窗口设置

为解决标准的适应性问题，城乡社区治理标准

规范、社区政务服务事项目录、社区政务服务事项

要以地方标准为主导，鼓励开展城乡社区治理标准

办理流程和服务标准等社区政务服务相关标准以及

化试点，推动各地方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基础条

社区便民利民服务标准；以居家养老服务标准为切

件和人文特色，结合实际治理经验，制定城乡社区

入点，推进服务类标准体系的建设；发展社区志愿

治理相关领域的标准和规范，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

服务、文化建设标准。
3. 社区自治领域

实践的有机结合。对于具有普适性的标准，要及时
凝练上升和推广，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标准。

重点制定城乡社区党建、物业委员会、社区社
会组织等相关社区基层治理组织的建设标准；加快
研制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标准、

（三）注重多方参与，发挥合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技术、新产

物业管理系列标准、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决策标准、

业、新业态层出不穷，社会治理变得复杂且多元。

城乡社区协商规程等社区协商自治系列标准。
4. 社区管理领域

建议一方面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的建立要积极创
新思路，在结合运用现有法律法规、标准、科技、

制定社区环境服务提供标准、乡村环境治理运

经济等多种手段的同时，不局限于传统的标准实施

行管理体系标准、社区环境质量控制和服务评价改

方法，重点发挥类标准文件实施的积极作用，如村

进标准等有关城乡社区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加

规乡俗约定对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强城乡社区环境综合治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在政府引导制定的基础上，注重发挥社会服务企业、

境友好型社区；推动城乡法制建设与治安管控标

社会团体等在制定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中的作用。

准的建设工作。
5. 智慧化治理领域

（四）坚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重点借助互联网和信息化等技术手段，以互联

城乡社区统筹协调发展是必然的趋势，按照城

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发

乡发展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城乡

展政府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智慧社区建设

社区治理标准化工作的推进也要与城乡一体化进程

方面的基础通用标准、管理服务标准和设施设备

相适应。建议城市社区治理通过标准化工作巩固现

配置标准。

有治理成果和经验，乡村社区治理标准化工作要试
点先行，逐步探索，一些适用于乡村社区的标准要

六、对策建议

体现乡村特色；注重增强城乡社区治理的互动化、
一体化，促进城乡社区治理协调发展。

（一）加强标准化顶层设计，确定标准化治理的合
法性地位
建议成立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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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人才培养
加快培养一大批懂标准、懂技术、懂基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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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J]. 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的复合型人才，扩充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工作专家
队伍，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能力；组织开展标
准化原理、标准制定程序、标准化管理、标准化试

Sciences Edition), 2017, 19(5): 9–11.
[5]

[J]. 法学杂志, 2019, 40(1): 17–27.
Chu C G. On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standardization of

点示范建设、国家标准化、国际标准化、企业标准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J]. Law Science Magazine, 2019,

化等系列培训，扩大标准化人才储备队伍，提升各
类社会力量开展标准化工作的能力；加强与科研院

褚宸舸. 基层社会治理的标准化研究——以“枫桥经验”为例

40(1): 17–27.
[6]

侯俊军, 张莉.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

所、高等院校等的合作，引导更多开设公共管理专

给研究 [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4(6): 49–57.

业的机构或学校将城乡社区治理标准化作为重要研

Hou J J, Zhang L. Standardized governance: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suppl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究方向。

governance capacity [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20, 34(6): 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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