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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发布

2020年每个社区将配备一名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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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近日会同全国社区
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印
发了《全国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
《建设规划》）， 首次从统筹城乡
角度对社区服务发展进行整体
规划，描绘了未来 5 年城乡社区
服务的发展蓝图。

《建设规划》对城乡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建设提出三个工作
重点：1. 继续加大服务设施建设
力度；2.继续秉持新的发展理念，
从居民实际需求出发，依托城乡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整合服务项
目和服务资源， 提倡“一室多
用”，防止重复投资、重复建设、
重复供给，提高服务设施的使用
效益；3. 健全城乡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运行管理制度，要探索建立
综合服务设施社会化的运作机
制，逐步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
社区居民参与设施管理与维护。

文件提出在“十三五”期间，
将力争城市社区居民每百户拥
有社区服务设施面积提升到 30
平方米；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覆盖率达到 50%；城市社区平均
拥有不少于 10 个社区社会组
织， 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5
个社会组织，每个城乡社区至少
配备 1 名社区社会工作者，城乡
社区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本地区
居民比例达 13%；城市社区公共
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覆盖率达到
60%，农村达到 30%。

实现治理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对于《建设规划》的出台背
景，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
司副司长汤晋苏表示，城乡社区
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
10 万个城市社区，农村社区覆盖
范围不断扩大，加强城乡社区服
务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和整体规
划、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和治
理能力意义重大。

第一，《建设规划》的出台是
贯彻中央关于城乡社区服务体
系建设决策部署的迫切需要，也
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举措。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城
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
大提出要“加强基层社会服务管
理和服务体系建设， 增强城乡
社区服务功能”； 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增强社区
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区
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专
门设立“增强社区服务功能”章
节，将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纳
入未来五年国家发展整体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社区
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
区工作十分重要”。“要积极探索
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
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
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第二，《建设规划》是确保国
家层面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政策稳定的迫切需求。

在中央层面的政策推动和
投资拉动下，各地城市社区服务
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从“十
一五”起，我国连续发布《“十一
五” 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
2015 年）》，2012—2014 年， 民政
部会同发改委争取中央基建资
金投入 6 亿元，带动地方配套投
资 8.8 亿元，在 23 个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建成 77.05 万平方
米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十三
五” 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
段，编制《建设规划》有利于保证
国家层面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促进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健康快速发展。

第三，《建设规划》是推动我
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持续
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
设总体而言仍处于发展的初级
阶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
体要求相比仍有距离，特别是农
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起步晚、起
点低、底子薄。 以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建设为例，虽然目前城市综
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82%，但
每百户居民拥有的社区服务设
施面积仍参照不低于 20 平方米
的标准；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覆盖率仅为 12.3%； 而对于社区
信息化建设而言，目前城市社区
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覆
盖率仅为 10%，农村社区公共服
务综合信息平台才刚起步，难以
适应国家信息化发展总体战略
特别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技
术需求。 编制《建设规划》，有利
于推进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提档升级，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
设增量扩面，促进城乡社区服务
与居民群众需求精准对接。

提出 6 项重点任务

据汤晋苏表示，《建设规划》
延续了《“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
发展规划》和《社区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2011-2015 年)》的基本思
路，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我国
城乡社区建设的现状成就、面临
的形势以及存在的问题。

第二部分确立了《建设规
划》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
展目标等。

第三部分描述了“十三五”
期间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
设的 6 项重点任务，并统筹考虑

我国城乡社区服务系建设的已
有基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要求，主要包括：

力争到 2020 年，每百户居民
拥有社区服务设施面积从 20 平
方米提高到 30 平方米， 农村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从 12.3%
提高到 50%；城市社区公共服务
综合信息平台覆盖率从目前的
10%提高到 60%， 农村则达到
30%； 每个城乡社区至少配备 1
名社区社会工作者；城市社区平
均拥有不少于 10 个社区社会组
织，农村社区平均不少于 5 个社
区社会组织；城乡社区注册志愿
者人数占本地区居民比例 13%。

第四部分强调了“十三五”
期间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
政策措施和组织保障。

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建设规划》具有四大亮点。
第一是指出了我国农村社区服
务体系不足。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农村社
区 综 合 服 务 设 施 覆 盖 率 为
12.3%，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依旧面临许多不足：

一、服务布局不均衡，从整
体而言，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农村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快于中西部
经济欠发达省份；从具体分布来
看，城乡结合部地区快于纯农村
地区，平原地区快于山区等地形
复杂地区。

二、 服务设施缺口较大，技
术设施相对滞后，服务设施总量
不足，已有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
偏大，难以有效覆盖农村居民。

三、服务供给与服务需求脱
节， 服务多元供给机制不健全，
社区公共服务发展欠账较多，社
区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市场主体
参与缺乏长效机制。

四、 服务队伍素质不高，农
村社会工作者素质偏低，结构亟

待优化，专业化、职业化进展迟
缓，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存在“留
不住”现象。

第二是提出“软件+硬件”服
务格局。

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
设虽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在发
展过程中存在重前期建设，轻后
期维护；重硬件保障，轻软件配
套；重资金投入，轻能力提升等
问题。 城乡社区服务机构、组织、
队伍、 机制的能力建设相对滞
后，不同程度影响到城乡社区服
务功能发挥。

《建设规划》将城乡社区服
务机构建设、队伍建设、机制建
设等列为“十三五”时期重点任
务，在继续推动城乡社区服务设
施建设的基础上，注重拓宽城乡
社区服务人才渠道，健全城乡社
区服务人才培养使用制度，探索
建立社区基金、支持城乡社区群
团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社区
服务活动，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
益性、 互助性城乡社区社会组
织。

第三是增加了”城乡社区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工程”， 大力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

与“十二五”规划相比，《建
设规划》的重点工程增加了“城
乡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
程”，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
会组织管理制度促及社会组织
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的要求，
广泛借鉴地方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
等方面的经验，提炼成“创新城
乡社区服务机制”和“城乡社区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程”， 并提
出“到 2020 年，城市社区平均拥
有不少于 10 个社区社会组织，
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5 个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目标。

力争通过 5 年的努力，全国
大部分地区能培育并发展一批

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养老
照护、公益慈善、促进和谐、文体
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
动的社区社会组织，切实发挥其
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
的积极作用，以社区社会组织的
培育发展，推进社区服务水平的
进一步提升。

为保证社区社会组织的“专
业性”，《建设规划》提出，力争到
2020 年，每个城乡社区至少配备
1 名社区社会工作者， 充分发挥
他们在统筹社区照顾、扩大社区
参与、促进社区融合、推动社区
发展、 参与社区矫正和社区戒
毒、 社区康复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

第四是社区服务不能只依
靠政府。

社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也
是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根
本点和落脚点，社区服务，要强
调多元化，必须打破社区服务单
纯依靠政府供给的模式。

汤晋苏说道：“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更
加多样化， 要满足不同的需求，
要建设主体多元、 供给充分、群
众满意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这
就要着力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社
区服务，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和服务机构，提供面向全体
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动员驻扎社区单位在开放活动
场所、提供资源支持、参与社区
服务等方面履行共建责任。 支持
市场主体提供社区便民利民服
务，提升社区服务便利程度。 其
次，着力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
服务。 这是增强社区居民活力的
一项重要因素。 吸纳社区居民参
与政策制定、项目设计、服务供
给和绩效评估全过程，探索通过
居民自愿筹资、建立社区基金等
方式扩充自我服务资源，促进社
区服务与居民需求精准对接，让
社区居民有更多获得感。 ”

� � 11 月 14 日，民政部举行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
司副司长汤晋苏介绍了相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