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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ban fringe rural community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Because of the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of city,
country and other factors, the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ha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rural public
security in the border area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is study takes Hangzhou District of Xiaoshan as a sample,
understands the status quo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f the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of governance, finds out the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rginal community,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in the marginal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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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边缘农村社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城市建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特殊城市现象。由于城市、乡村和其他
因素交互渗透和影响，其治安管理一直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难题。对边缘农村社区治安的有效治理，对统
筹城乡发展、保障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展开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调研以杭州市萧山区为样本，了解其边缘
社区的治安现状，探索其治理难点，并以此找出边缘社区改造的合理对策。为指导我国边缘农村社区的
治安治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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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位于城市郊区的农村
被划入城区，进行城市化的社区改造，但多数社区仍然保留着农村深刻的印迹。伴随这种变化，社区中
处处体现出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镇、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变化，也直接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和治安犯
罪集中产生[1]。城市边缘农村社区治安秩序的不稳定，不仅影响了到社区自身安全，也直接对城乡统筹
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急需系统的治理和完善[2]。
现今我国对于农村社区治安防控问题的研究成果现阶段较为丰富，而专注于城市边缘农村社区治安
治理的实证研究却不多见，尤其是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农村社区治安实证研究更是少见。由此，加强城市
边缘农村社区治安治理模式的实证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基于此，本调研团队以杭州市萧山区作为样本，进行边缘社区的治安治理调研。本团队针对萧山区
周边 4 个边缘农村社区的社区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居民，开展半开放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实地调研。
问卷的重点设计中心大致为：社区群众对社区治安治理措施的评价、治安治理模式现状分析、群众对该
治理模式效果评价分析。从而通过实地调研掌握一线的数据资料，对现存治理模式进行全面梳理与了解，
总结各种治理经验与存在问题，并指导地方政府改进城市边缘社区治安治理行为。

2. 萧山区边缘农村社区治安现状分析
萧山区是浙江省杭州市市辖区，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州湾南岸、钱塘江南岸，地处中国县域经济最
为活跃的长三角南翼。近年来，萧山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外来人口大量涌入，这既有利地促进了萧山经
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为当地的治安治理埋下了隐患。
随着萧山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规模庞大的城中村改造也随之而来。2003 年以来，萧山开始在
全区实施城乡一体化建设，在主城区范围内着力实施城中村改造，居住农户全部搬入多高层公寓。到目
前为止，萧山主城区四个街道有 19 个村已启动城中村改造，3 个村已完成整体搬迁，村民已全部搬入新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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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居民的安置小区，则是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得来的产物，。社区内的居民多为原来从事农业劳动
的农村人口，虽然迁入了现代化住宅小区，但居民们的生活习惯和风俗观念却依然保留着农村文化的印
迹，许多农村陋习仍然在社区内随处可见。如随地乱扔垃圾，在车库里开店等现象，都使社区环境相当
混乱。
其次小区内的闲置房多被居民向外出租而谋利，由于缺乏防范意识，居民在不清楚租房者的身分和
背景的情况下，就随意将房屋出租，由此给小区带来极大的治安隐患。同时，大量外来人口的集中，使
社区人口剧增且人员情况复杂，在社区治安管理与服务资源不足、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治安问题日益
凸显。
根据调研数据统计结果，调研团队发现萧山多个边缘农村社区多存在以下典型治安问题：1) 侵财案
件频发，其中盗窃案件数量长期居高不下，且案件破获率较低，严重降低了居民生活安全感。而外来流
动人口为主要违法犯罪人员，在 2015 年社区违法犯罪人员中，外来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为 44.6%，已对社
区治安造成了极大影响。2) 社区居民矛盾纠纷频繁发生。社区中，居民常因邻里、家庭生产生活中的小
矛盾引起纠纷，多次发生打架斗殴故意伤害案件，造成多名人员伤害，也进一步恶化了社区治安风气。
由此可见，萧山区城市边缘农村社区治安现状不容乐观。而造成其恶劣治安的原因，则脱离不开农
村边缘社区的特殊情况：1) 首先，社区内集中着高密度的原农村人口，居住环境的拥挤，增加了摩擦和
冲突的机会。同时，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也使社区人口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社区矛盾日益凸显。2) 多个
社区治安公共服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足，包括上层重视程度较低、警务资源较为薄弱、治安纠纷调
解服务缺失、群防群治与治安管控机制不完善、缺乏面向居民的法制教育和服务。

3. 萧山区农村边缘社区治安治理状况梳理
根据以上治安情况，为了遏制治安情况进一步恶化，萧山各边缘农村社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手
段，从而加强治安治理建设工作。
1) 加强治安预警系统和完善防控服务体系。社区应当对本社区治安形势做到心中有数，并对其发展
趋势有正确判断，这样遇到重大突发和群体性治安问题才能够有效应对。由此，萧山多个位于主城区的
边缘农村社区，如荣庄社区，都与基层派出所加强联系，当地公安局主动把社区纳入了整体防控范围之
内。派出所在社区内建立社区警务室，实现治安防控功能。并且在易发治安事件的地点，尽可能的摆放
公安警用车辆，并下派巡警队，及时有效的震慑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有部分社区，则采用社区、居民各
出资一部分的方式筹措资金，把该村的治安防控工作集体转交给保安公司，由专业保安公司在派出所的
指导和监督下，在社区内建立系统的治安治理系统。
2) 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专项管理。对于外来流动人口带来种种隐患，萧山多数农村社区开始对流
动人口租住房屋的登记加强管理。多个社区居委会在与派出所的合作下，将出租房屋作为切入点，尽可
能掌握社区内流动人口的动态信息。居委会也安排专门人员定期走访，采集流动人口的变动信息，对于
有犯罪记录的人口则进行专门的定期管理与矫正工作。同时社区居委会也与出租房屋的业主、暂住流动
人员逐一签订“社会治安责任书”，从而强化业主及租房者的责任意识。
3) 加强社区法治教育和服务。萧山多个社区都在社区内部开展法制教育，其选拔和组织具有法律和
社会治安方面只是的专家深入社区开展法律咨询，进行法律知识讲座，就社区曾发生的重大治安事件进
行典型案例分析，以对居民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从而引导社区居民学法、守法、懂法、用法，加强自
身的责任意识，有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同时开展防火、防盗、防骗等方面技能培训，
提高居民自身防盗防抢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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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半开放访谈的深入进行以及问卷数据的统计，本团队已对萧山区城市边缘农村社区的治安现
状有了深入的了解，并系统梳理了现存的治安治理措施。这些措施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对社区治安进
行了有效地治理，降低了社区犯罪率，促进了社区的稳定与和谐。但在深入调研过程中，本团队发现现
存的治理措施并不能完全满足社区治安治理的需求，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整合，由此提出以下具体意见：
1) 应因地制宜建立治安治理系统模式。各个社区面对自身具体的地理位置，治安状况，居民分布，
应当认清维护治安秩序的基本规律，积极依托自身优势资源，具体采取治安治理措施，具体构建系统的
治安治理模式。在走访调研的社区中，大多社区采取的治安治理措施多为效仿成功案例，而没有考虑自
身具体的情况，从而常常出现事倍功半的现象。例如部分社区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聘用保安公司，对社
区的财政运行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同样不利于维持社区的稳定。
2) 应调动居民积极性，促进居民参与到社区治安治理当中来。在现有社区对治安治理采取的各类措
施中，居民参与程度往往偏低。部分居民甚至不知道自身社区在治安治理上做出的努力。这使许多居民
对于现有社区治安安全感偏低，责任感不足。因此各社区应加强对居民的治安和教育，加深居民的治安
责任意识。同时，也可在居民中成立居民联防队，对其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从而配合基层派出所进行
治安排查、治安犯罪的打击工作。居民之间、家庭内部的各种民事纠纷，也可利用居民联防队进行协调
处理，有效预防因纠纷产生的斗殴等治安事件的发生。
3) 应加强多方对社区治安治理保障的支持。社区治安问题仅仅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是远远不
够的，而需要社会各方的系统合作与支持。例如在治安意识保障方面，地方政府，社会媒体，学校都应
承担相应责任，积极配合社区开展积极有效的法制和治安防控宣传教育，同时推动社区公共活动的开展，
加强居民的社区责任意识。在财政支持方面，地方政府应加大对社区的资金投入，周边利益相关的企事
业单位也应提供经济支持，在物质上加强社区治安防范的力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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