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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这一公益活动，
不仅能让老人吃上放心环保的
蔬菜， 促进社区更多关爱老人，
还能丰富生活，美化环境。 因此，
我的提案是开展‘景明佳园无土
栽培蔬菜’， 详细的费用预算已
经全部在提案表中列举，请评审
进行审议并给予意见。 ”孙群在
台上说道。

这是景明佳园社区例行居
民项目提案决议会现场，孙群作
为社区居民，正在将自己的社区
提案提交给决议会进行审议。

台下 20 位决议会评审开始
对项目进行评审，他们也都是景
明佳园社区居民，有人对于项目
中蔬菜采购价格提出询问，孙群
随即表示，这些种子都是其经过
农贸市场对比后选择的最佳方
案，并且在后期采购过程中会全
程公开透明。

最终，决议会表决通过了该
项提案，并将由“社区微基金”拨
款 2200 元进行资金支持， 孙群
看上去非常高兴。

“这种居民根据社区实际需
求提出提案，获得资金支持并实
施， 已经在我们社区开展很久
了， 目的都是希望社区更好发
展，居民相处更融洽，在‘汇丰社
区伙伴计划’的支持下，我们不
但有了社区资金支持，还得到了
社区组织管理、建设等方面的帮
助，为社区居民自治创造了很好
的条件。 ”赵溧生告诉记着。作为
决议会决议员，赵溧生自己也发
起并通过了包括“跳蚤市场”和
“健康迈步走” 等多项社区公益
活动。

带来改变的社区伙伴计划

景明佳园社区是南京市
2002 年确定建设的首个经济适
用解困房社区，总建筑面积约为

54.3 万平方米， 建有住宅 138 幢
6754 套， 居住人口约 3 万人，是
解决全市 13 个区、 县城区入住
居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
国有土地被拆迁的住房困难户。

“小区原先无论基础设施、 小区
环境等都比较差，而众多居民来
自不同地区，相互陌生，社区治
理一直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景
明佳园社区党委书记蒋流琴说
道，“在‘汇丰社区伙伴计划’进
入社区两年内，我们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无论是社区居民自身观
念意识、参与度，还是社区整体
治理效果，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
升。 从原先的相互陌生、互不往
来逐渐转变成如今为了社区发
展共同献计献策、相互探讨的良
好氛围， 已经形成了社区主人
翁、居民自治的观念。 ”

汇丰社区伙伴计划，是由汇
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携手恩派
(NPI) 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共同发
起的一项社区公益项目，在政府
指导下，通过企业资金撬动政府
资金，在重点城市选择试点社区
合作配比共建社区基金。 以建设
熟人社区为核心理念，积极致力
于居民社区事务参与、社区组织
和社区领袖的培育等，以推进社
区发展模式的改革创新。

汇丰社区伙伴计划自 2013
年年底正式启动以来，在全国 10
个城市 56 个社区累计支持居民
发起的中标项目 486 个，投入资
金一千多万元。 而在大量资金投
入背后，是对社区公益项目开展
及社区治理的创新探索。

摸着石头过河

与景明佳园相隔不远的百
水芊城社区，是南京市最大的经
济适用房小区之一， 同样作为

“汇丰社区伙伴计划”试点社区，

由社区居民组成的评委会正在
对养老、助残、社区关系等社区
事务治理投标的社会组织进行
评审。 这是“汇丰社区伙伴计划”
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
另一举措。

“‘汇丰社区伙伴计划’最早
是在广东开展， 当时我们投入
200 万聘请专业的社会组织进驻
社区，希望通过专业性的运作模
式提升社区治理。 但是效果并不
理想，专业社会组织与社区有时
候不对路子，很难满足社区真正
的需求。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企业可持续发展部总监张惠
峰说道，“我们开始在试点社区
有针对性地扶持社区居民自建
组织、居民提案以及运营社区微
基金， 从被动治理到自治的转
变，是我们的一个大胆尝试和创
新。 如今居民们积极参与社区事
务，自建互助、帮老、环保等组
织，效果非常好。 ”

“‘汇丰社区伙伴计划’开展
至今， 改变了社区邻里关系，也
改变了居民参与方式，培育了居
民骨干。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
心工作人员黄晓红介绍道，“第
一年，我们以出资定向招标的方
式让社区组织参与到社区具体
事务当中，再配以社区公益微基
金鼓励居民参与进来，我们称之
为社区激活 ;第二年，我们在原
先的基础上增加了‘社区协调
员’的角色，成为社区与我们之
间的桥梁，更全面地了解社区需
求， 并且鼓励居民建立自治组
织， 并就社区发展进行提案，提
案一旦通过，我们将进行资金支
持，称之为社区运营伙伴。如今，
居民在社区活动参与度方面提
升了 40%，而在社区事务参与度
方面也由原先的 10%提高到了
40%， 社区组织数量也增加了
50%。 ”

期待更多力量的参与

社区作为社会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范围大、分布广，单靠一
己之力明显是不够的。

张惠峰表示：“社区治理是一
个社会问题， 需要更多的社会力
量加入， 我们的角色是一个探索
者， 是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从
居民社区意识、居民参与意识、居
民自组织建设、 居民自治模式等
等方面摸索总结， 形成一种较为
成熟的模式，然后推广全社会，让
社会购买服务，让其他企业、个人
参与，提供更多的资金、资源的支
持。从这一个角度而言，我们负责
搭台，搭建一个社区治理的平台，
吸引社会力量关注和投入， 更好
地为社区治理服务。 ”

然而，由于社区的改变往往
是隐性的， 居民对社区的认可、
邻里关系改善、社区事务参与等
等， 都不是能够直观感受到的，
很多企业并不愿意参与社区公
益项目。

“我们应该研究如何将社区
公益项目所带来的改变更好地

传播出去，让大众所认可，只有
看到效果才会有更多的社会力
量参与，否则将是一个大问题。 ”
张惠峰表示。

而在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
中心研究员卢磊看来，如何让年
轻人群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可持
续发展同样值得深思。 他表示：
“当前在社区开展的很多项目依
旧是以养老、环保等为主，这些
很难吸引年轻群体的参与，而单
纯地依靠大爷、大妈进行社区治
理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
此需要在社区公益项目开展过
程中，设计更多关乎年轻群体切
身利益的项目，让这一部分人群
切身参与进来，才能实现社区治
理更好、更持续发展。

据了解，“汇丰社区伙伴计
划” 第三期已于 2016 年 7 月 19
正式启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将继续注资 1000 万，联手恩派
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在原先的京津
冀、长三角、西南地区、珠三角的
10 个城市之外， 再增加中山、东
莞、惠州 3 个城市，将在 13 个城
市 22个街道 60 个社区开展社区
公益活动，新建社区基金 22个。

8 月 8 日， 大爱清尘首个正
式挂牌的康复站———“大爱清尘
界河村康复站”在陕西省镇安县
米粮镇界河村成立。

陕西省是中国尘肺病最严
重的重灾省区之一，根据《陕西
日报》报道，陕西省组织尘肺病
农民工问题专题调研统计，截至
2014 年 6 月底，全省确诊期别的
尘肺病农民工患者 2858 人，疑
似患者 12165 人，共计 15023 人，
其中安康、 汉中、 商洛三市占
84.9%。

基于陕西南部地区尘肺病
农民集中高发，又加之当地政府
对于尘肺病农民的医疗生活救
助积极努力，主动联系大爱清尘
帮助当地尘肺病农民解决医疗、
生活困难，大爱清尘决定把第一
个康复站设立在镇安县米粮镇
界河村。

大爱清尘发起人、管委会主

任王克勤表示：“经过五年来的
救助探索，大爱清尘从今年下半
年开始在建设康复村、康复站上
全面发力，计划在全国分批次建
立 100 个或者更多的康复村、康
复站。 期望能够规模化地帮助重
点尘肺高发乡村的尘肺病农民，
同时通过与各地政府联合建立
康复村、 康复站， 推动救治、助
学、心理辅导、医疗器械等相关
服务。 同时，将联合当地政府在
用足用活国家精准扶贫等相关
政策的同时，帮助康复村、康复
站的尘肺病农民利用当地资源，
就地创新、创业发展生计，提升
自我造血功能。 大爱清尘还将利
用自身在全国各地的资源优势
为康复村、康复站争取各种投资
与电子商务等相关帮助，从根本
上解决当地农民的生计与生存
问题。 ”

（王会贤）

近日， 京津冀社会组织协
同发展合作框架意向书正式签
订， 标志着京津冀社会组织协
同发展正式启动。

北京市社团办、 天津市社
团局和河北省民管局先后三次
就合作协议沟通，达成共识。 合
作重点主要包括： 建立京津冀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联席会
议制度； 明确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三地重大活动项目； 共同编
制扶持社会组织协同发展项目
目录； 探索建立三地社会组织
资源配置平台；支持行业协会、
科技类社会组织建立区域对
接、行业合作和优势嫁接活动；
建立京津冀社会组织协同发展
论坛机制。

京津冀三地社会组织协同
发展亮点包括： 形成良好的长

效机制， 更好地统筹协调三地
合作事宜； 为京津冀社会组织
提供人才交流、项目合作、资源
对接、信息发布等服务，实现三
地社会组织内部资源、 政府资
源及社会公共资源之间的有效
整合和对接； 通过论坛建立常
态化的战略对话、专题研讨、要
事会商、问题切磋、智库交流等
机制。 （据天津网）

京津冀：社会组织开启合作模式

7 月 23 日， 北京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 希望工程北京捐助
中 心 启 动本 年 度 “学子 阳
光———助学生圆梦北京”活动。

据了解， 今年资助范围以
北京、河北、内蒙、黑龙江、宁
夏、西藏、甘肃、新疆等地区为
主， 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
高等院校录取的一本以上，家

庭经济困难、 品学兼优的应届
高中毕业生。 活动采取“1+1”
结对捐助方式面向个人、 团体
和企业募集捐款， 捐赠人可以
和学生建立联系， 资助标准为
每人每年 4000 元，所有捐款不
收取任何管理费用， 捐赠人可
通过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1+1”

捐助平台选择受助学生， 奉献
爱心。也可以选择现场捐款、银
行转账、 邮局汇款的形式实现
捐赠。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将通过
机构网站公布活动进展、 款项
接收、落实等信息。

（王会贤）

北京：“学子阳光———助学生圆梦北京”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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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明佳园社区例行居民项目提案决议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