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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街：基层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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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给了
东山农场一次新生，十九大提出
的“乡村振兴战略”又让东山街
道信心倍增，士气高涨。 东山这
个曾经的国营农场，正在谋求顺
应时代的潮流激流勇进， 通过
“一产三产化”促进农业企业、农
业产业提档升级；通过打造红色
物业公司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
通过特色小镇、 田园综合体、美
丽乡村的打造，改善环境、加大
对老百姓的扶持，在政策兜底的
同时，打造东山特色产业，通过
产业的发展，带动人民实现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
乡村要发展， 首先要治理。
发挥基层党建力量，补齐公共服
务短板，东山通过红色物业探索
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的“东山模
式”。
“目前东山街巨龙小区里的
居民，主要是以前散住在各个自
然村湾的农民，基本上都是些老
人， 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工作，逢
年过节才会回来一趟。 ”东山红

色物业总经理梁少华介绍，很多
居民都是第一次住进公寓楼，物
业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新事物。
为了摸清居民家庭情况，向
居民讲解红色物业的性质和作
用，东山街安排红色物业大学生
和基层干部结对入户走访，红色
物业大学生对政策有系统的了
解， 基层干部跟居民非常熟悉，
梁少华说，这样的“黄金搭档”能
够让入户走访工作事半功倍。
经过前期走访和几个月的
服务工作，红色物业大学生石建
兵明显感受到了居民对红色物
业的逐步依赖：“前几天我们帮
住在 3 栋 102 的刘婆婆修好了
楼道里的感应灯，后来她见了我
们就一直感谢我们。 其他居民也
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路上见到
我们还主动跟我们打招呼。 ”
“
红色物业”这个新生事物已
经在东山扎下了根， 如何让这个
新生事物在东山焕发光彩， 在乡
村基层治理中大展拳脚， 这是东
山下一步要探索的方向。
东山街红色物业工作人员

“从 0 到 1” 现代化物业服务走进农村
务农重本，国
之大纲。
“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是新时期
做好“三农”工作
的重要遵循。 东山
这个“资深”国营
农场，在对国家重
红色物业大学生入户调查

大战略部署的生
动实践中，开启了

“不光是居民，其实对我们来说，红色物
业也是一个崭新的东西， 一切都是从零开
始。 ”梁少华说。
东山下辖 2 个社区，14 个农业大队，早
期由于生产需要，农民们自建小楼形成自然
村湾。 巨龙小区是东山街的第一个还建小
区，2015 年交付使用，可容纳 800 多户居民，
目前已有 200 多户居民入住。
如何让现代化物业服务深入居民的生
活， 如何让物业在基层治理中焕发生机，这
些都是东山红色物业公司成立之初就亟待
解决的问题。
为了让服务更精准， 方式更现代化，东
山红色物业公司组成小分队， 由梁少华带
领，深入临空港各个街道实地考察，学习经
验。“学习经验并不是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每个街道的小区建设和
居民素质都不同，我们只能边学习先进经验
边摸着石头过河， 先把红色物业公司办起
来。 ”梁少华说。

由 9 名红色物业大学生组成的物业服
务团队是东山“最硬的班子”——
—由 7 名本
科生 2 名研究生组成，为了让大学生尽快掌
握各自社区基本情况，如人口、地理环境、住
户数量等相关数据，为后期工作开展奠定基
础，东山红色物业决定强化三方联动，建立
大学生轮岗交流制度，让大学生沉入居民的
田间地头，听取居民的心声，成为党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桥梁。
为了更好地跟居民“打成一片”，红色物
业大学生黄思威在水产大队走访居民的时
候，还主动帮助渔民喂食、收网，深度体验渔
民的生活方式。 空闲时间，梁少华也会鼓励
红色物业大学生多出去走走， 跟居民聊聊
天， 或者帮居民的孩子们辅导一下功课，用
一种接地气的方式拉近物业工作者和居民
的距离。
事实证明， 这一举措是卓有成效的，沉
入基层的红色物业大学生以他们亲切的态
度和专业的服务获得了居民的交口称赞。

黄祥胜和老伴在巨龙小区住了两年了，
虽然子女也都住在同一个小区， 但是他们平
时都要上班，只能周末回家看看。 前几天黄祥
胜家里厨房的水管堵住了，做菜非常不方便，
黄祥胜一下子就想到了红色物业：
“
以前家里
下水道堵住了，我们都是从吴家山找人来修，
可是每次都要等很久， 而且修一次水管要花
150 块钱，又费时又费钱。 听说红色物业可以
帮忙，我就马上找到了红色物业，没想到上午
10 点打的电话，下午就给我解决了，还不用
自己掏腰包，红色物业真的太好了。 ”
据梁少华介绍，为帮助居民做好日常水电
管道维修，东山红色物业公司专门聘请了 3 名
专业的水电工，通过拉网式排查，一共为居民
解决 300 多件问题，真正让居民住上舒心房。
梁少华介绍：“这只是东山红色物业从
无到有，从 0 到 1 的转变。 下一步我们将进
一步提供现代化物业服务，并立足东山区域
特点，依托红色物业，推动新农村建设，探索
具有东山特色的基层乡村治理之路。 ”

新时代现代农业
发展的新征程。

服务三农 探索农村规范化治理之路

东山街地处
武汉西大门，与孝

由国营农场改制而来，东山保留着许多
天然农场的特质，做好东山的管理，对于当
下的乡村基层治理工作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为积极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东
山立足武汉市临空港的后花园和“四化”统
筹示范单位的定位，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计
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产业提档升级。
在新的要求、新的起点下，发展短板浮
出了水面。
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村集贸市场的管理
问题。 集贸市场往往是一个地区形象的治理
难点，而东山的农村集贸市场跟城市中的集
贸市场又有很大不同，不能机械照搬城市集
贸市场管理方式。
梁少华介绍，东山的集贸市场是典型的
农村集贸市场，这类市场的形成更多是由农
民自发集聚或是开发商修建形成的，没有专
业的管理人员，集贸市场中的商贩也大部分
是周边居民，流动性强，摊位摆放没有严格
限定，而城管由于职责所限，只能管理到市

感隔河相望，是武
汉西北翼城镇体
系中衔接点。 沿着
蜿蜒的汉江大堤
直上，俯瞰这片由
人力将古云梦泽
围垦而来的良田
沃 野 ，68 平 方 公
里的土地， 耕地

5.9 万亩，水产面
积 1.1 万 亩 ， 为
武汉人供应着源

场外围，市场内部的混乱问题无法解决。 东
山红色物业公司希望通过红色物业的入驻
来解决市场内部的管理缺失问题，从而改善
周边环境，逐步探索农村规范化治理之路。
“红色物业入驻集贸市场， 既可以更好
地服务农民，还可以促进红色物业的可持续
发展。 ”梁少华说，“目前，我们红色物业是纯
公益性质的，没有从居民那里收一分钱。 对
于集贸市场的管理， 我们还可以同城管、市
政、 绿化公司进行保洁保绿方面的合作，通
过这样的经营性业务来建立红色物业的经
济基础， 让东山的红色物业能够活起来、强
起来、壮起来，从模仿借鉴中心城区物业公
司的追随者转变成乡村‘红色物业’基层治
理的引领者。 ”
“建设美丽乡村的主战场” 是东山在当
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抓
好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
52 岁的林欢一直是街道里的养鱼大户，
一人就养了十多亩， 但因为身体有些残疾，
行动很不方便，住进巨龙小区后，红色物业
特地让他自由选择居住的楼栋和楼层，方便
他出行。

为了方便小区内农民使用农业用具，红
色物业还专门开辟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堆满
了各种农业用具的零配件，有需要的农民可
以自行选择。
“类似针对农民个体的服务举措还有很
多，因为现在小区人数不多，可以灵活调整，
我们边服务农民边总结经验，找差距、补短
板、寻创新、拓宽思维方式，健全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东山成为人
气聚集之地，成为宜居宜业的好地方。 ”梁少
华说。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街道内农
业企业发展逐步规范，思路不断成熟，东山
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产三产化”的基础和条
件。 东山街党工委主要负责人介绍：“除了优
化集镇建设，还要优化产业基础，以创新和
规范土地流转管理模式为抓手，按照‘控制
总量，盘活存量，慎用增量，以盘活存量为
主’的原则，引导休闲农业提档升级、规范发
展。 东山街将按照“建设临空港‘后花园’和
‘四化’统筹示范单位”的区域发展定位，举
全街之力，全力以赴，乘势而上。

红色物业工作人员帮助居民疏通水管

源不断的新鲜蔬
菜、水果还有鲜嫩

优势互补 培养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的鱼虾，是名副其
实的武汉 “菜篮
子”“后花园”。

服务感动居民，社区居民挥毫写下红色物业四个字

“
我希望红色物业不仅只是一个工作岗位，
更重要的是成为基层工作人员的‘
练兵场’，让
你们摸爬滚打，成为基层治理工作的生力军。 ”
东山街相关领导多次前往东山红色物业公司跟
红色物业大学生聊天，
“
红色物业大学生有高学
历， 社区干部接地气， 你们两者之间要互相学
习，共同开创基层乡村治理新道路。 ”
东山红色物业建立大学生轮岗交流制
度，实施社区干部“一对一”指导培养计划。
结合大学生个人特长及街道发展需要，定期
进行多岗位交流，同时由社区负责人与红色
物业大学生“结对”，帮助大学生快速了解东
山实际、深入基层群众，及时解决群众重难
点问题，全面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说起东山红色物业
的工作，红色物业大学生钟梦玲迎来人生的一
次大挑战，
“
大到落实党和政府惠民政策，小到
整修小区、化解纠纷，都需要我们自己摸索，有

策划：中共东西湖区委组织部 东山街党工委

时候还要面对居民的质疑，心里真的很委屈。 ”
“
咱们一户一户地走， 一家一家地看，把
工作重心放在为居民排忧解难上， 只要有诚
意，一定能换得村民的信任。 ”巨龙社区妇联
主任林勤这样宽慰钟梦玲。每到一户，林勤一
进门就和群众
“
唠嗑”，关切地问候他们，之后
居民都很友好地拿出户口本让钟梦玲登记，
耐心回答她的调查问题。在林勤的指导下，钟
梦玲顺利完成摸底调查， 并与其他红色物业
大学生将收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 建起了小
区可利用资源信息库、 弱势群体资料库“两
库”多种档案，东山街社区的情况马上清楚明
了起来。
钟梦玲被林勤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深
深打动，在工作中不断摸索与群众打成一片
的方法：“只有把群众的点点滴滴牢记于心，
把群众当做自己的家人，把群众家的事当做
自己家的事， 才能做好党的基层工作队，将

撰文：郭淞冰 吴雅婷 夏亦辰 董春玲

党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 ”
处在基层工作岗位的红色物业大学生
在联系群众方面有着天然优势，是党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桥梁，是深入学习、宣传
十九大精神的排头兵。 东山街党工委对红色
物业大学生们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着力引导
广大群众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把十九大确
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
紧紧围绕贯彻落实总目标，联系东山工作实
际、创新宣讲模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进行宣讲，要注重现场的互动交流，增强宣
讲的针对性、趣味性和感染力。
“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梁少华
说，“红色物业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人
民能够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们只有知民
之所想，知民之所需，解民之所忧，才能为实
现东山基层乡村治理奠定基础，为东山红色
物业发展搭建好平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