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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中关村街道第二届公益微创投大赛举行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创新实践

为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负责
人任职管理， 促进行业协会商
会健康有序发展， 山东省出台
了《山东省行业协会商会负责
人任职管理规定（试行）》（以下
简称规定）。 规定明确，行业协
会商会理事长（会长）不得兼任
其他社会团体理事长（会长）；
行业协会商会理事长（会长）和
秘书长不得由同一人兼任，并
不得来自于同一会员单位；行
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不设置行政

级别。
2016 年底，山东省印发《山

东省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
脱钩实施方案》。 目前，山东全
省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
第一批脱钩试点工作完成，参
加试点的 27 家全省性行业协
会商会和 12 家相关业务主管
单位涉及脱钩的具体事项已全
部完成， 试点工作运行平稳有
序。

规定提出行业协会商会选

举产生负责人后， 应当自选举
产生之日起 30 日内到登记管
理机关履行备案手续； 法定代
表人发生变更的， 应按照规定
进行离任审计， 并自选举产生
之日起 30 日内到登记管理机
关办理变更登记。 行业协会商
会负责人应当自觉接受党组织
和登记管理机关和审计机关等
有关方面的监督管理， 理事长
（会长）应每年向理事会进行述
职。 （据大众网）

自 2015 年至今， 上海的社
区基金会经历了一轮快速发
展。 上海出台 《关于进一步创
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
见》 等“1+6”系列文件，推动
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步伐，
并明确鼓励社区基金会的发
展。 此后，上海又发布了《上海
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试行）》，

为社区基金会的规范发展提供
引导。

来自上海市民政局的数
据显示， 截至今年 4 月 25
日，全市街镇层面成立的社区
基金会已达 51 家， 社区基金
会在上海街镇的覆盖率接近
四分之一。 它们立足社区，从
事社区公益事业。 社区基金会

资金来源多样，包括本社区居
民、驻区企事业单位的自愿捐
赠，也有部分政府资助；社区
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包括帮扶
社区困难群体、资助社区公益
项目、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群
众活动团队、 传播公益文化
等。

（据《文汇报》）

上海：社区基金会助力社区治理新作为

山东：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不设置行政级别
6 月 7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

召开，通过了《志愿服务条例（草
案）》。 草案明确了志愿服务的基
本原则和管理体制，确定了志愿
者权利义务、 服务对象权益保

障、 鼓励发展专业志愿服务等，
并规定了扶持和保障措施，促进
志愿服务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成
为推动文明进步、增进民生福祉
的重要力量。 （据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草案）》通过

6 月 8 日， 江西省政府新闻
办、省民政厅联合举办新闻发布
会，介绍江西省深化社会组织管
理制度改革有关情况。

据悉，近年来，江西省社会组
织发展迅速， 布局得到不断调整，
结构不断优化， 质量逐步提高，功
能作用进一步发挥， 群众有序参
与、有效覆盖城乡、门类齐全的社
会组织体系基本形成。 截至 2017
年 5月底，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共注
册登记社会组织 22484个。社会团
体 11219 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
11194个；基金会 71个。 其中，省

属社会组织共 1179个（社会团体
879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 236个，
基金会 64个）；设区市 4968个；县
级 16337个。

江西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樊胜表示，到 2020 年，江西
省将建立健全统一登记、 各司其
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
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基本建
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
的社会组织制度， 基本形成结构
合理、功能完善、竞争有序、诚信
自律、 充满活力的江西社会组织
发展格局。 （据中国日报网）

江西：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
促健康有序发展

6 月 8 日， 北京市中关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针对社区
社会组织的“高考 ” 悄然展
开———中关村街道第二届公益
微创投大赛在这里进行。

来自华清园、东里南、东里
北社区等 12 支社区社会组织

“考生” 以 PPT 汇报的形式展示
了各自的机构和项目，接受来自
街道、首经贸大学、社工事务所
的“老师”们的评估。

因为这场“高考”的结果将
与资金扶持挂钩，所以“考生”们
都很努力，但现场的表现似乎并
不完全尽如人意———没有介绍
清楚项目的、服务对象不够清晰
的、超时的、紧张的，都有出现。

对这一情况，作为这场“高
考”的组织者，中关村街道社区
服务中心主任衡东却并不觉得
问题严重，他说：“我们公益微创
投大赛的目的是通过项目打造
组织，不很完善没有关系，最主
要的目的是让这些组织通过大
赛学到方法，再根据社区社会组
织的情况一对一进行帮扶。 ”

这与第一届大赛的情况相
比有了很大变化，第一届的时候
参赛的社区社会组织所需要展
示的东西都已经被准备好了，上
台按照准备好的来就可以了。

这一变化看似简单，却意味
着社区治理、社区服务思维的巨
大转变，由一次性的问题解决转
变为培育解决问题的组织，让居
民从被动的“我参与”转变到主
动的“我计划”“我实施”“我参
与”。

从金点子到社区社会组织

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越来

越显得重要而复杂。 大型社区人
口越来越多，人员构成越来越复
杂，以中关村街道为例，仅太阳
园社区， 就有 15 栋高楼， 近万
人，有大量的空巢老人、高龄老
人。

居民需求五花八门，对社区
治理的诉求也越来越强，如何做
好社区工作成为摆在基层政府
面前的难题。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的很
多街道、社区都开始引导社区居
民针对社区存在的问题， 提出
“金点子”、形成提案，通过评选
并适合自治的，支持居民自我解
决。

中关村街道实施的公益微
创投就是如此，其目的是让辖区
居民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让居
民从被动的“我参与”转变到主
动的“我计划”“我实施”“我参
与”，使社区活力被激发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一次性的解
决某一个问题并不难，难的是如
何形成长效机制———社区社会
组织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把
组织打造好了以后， 才可以承
接、实施社区各种类型的服务。 ”
衡东强调。

从带着做到支持做

为了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
发展，中关村街道在公益微创投
活动中引入了北京市海淀区扬
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扬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行
技术支持。

据扬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副总干事吴昊介绍，在第一届的
时候，参赛的组织是在社区服务
中心和社工的带领下去实施项

目的。 虽然项目实施的不错，但
居民的意愿并没有得到完全的
表达，主动性并不够。

第二届公益微创投大赛将
着重点放在了组织培育上 。

“我们主要的角色是幕后的支
持者 ，实施什么项目 、项目如
何实施都有组织自己提出。 ”
吴昊表示。

与此同时， 中关村街道对
社区社会组织开展专题培训、
小组督导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
活动，制定了《中关村街道关于
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
指导意见》、《中关村街道公益
微创投实施规范》以及《中关村
街道公益微创投项目实施手
册》，建立社区服务项目评估体
系， 形成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
组织的生态系统。

小荷初露尖尖角

思路的转变，带来的社区社
会组织发展的良好态势。“这次
参与大赛是 12 支队伍有 7 支是
动员的，有 5 支是主动报名参加
的。 ”吴昊表示。

尤为可喜的是， 在 12 支队
伍中有近一半的队伍是有中青
年社区居民发起组织的，如希格
玛社区居民自服务联合会、祥园
妈妈爱心公益联盟、中关村街道
爱与陪伴义工社、公益行志愿服
务队等。 在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
由退休老人组成的当下，显得弥
足珍贵。

尽管他们在现场的表现有
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但已经可以
看出对组织自身建设的重视和
组织发展能力的提升。

祥园妈妈爱心公益联盟已

经建立了团队管理制度，管理团
队成员各负其责， 定期召开会
议， 目前已经在探索项目负责
制。

公益行志愿服务队以亲子
关系为切入点开展活动，实施父
母讲堂、亲子活动。 在答辩汇报
时明确列出了预算，精确到每场
活动。

中关村街道爱与陪伴义工
社链接了各方资源，加入了中国
生命关怀协会心灵呵护委员会
全国服务网络，和北京十方缘老
人心灵呵护中心形成价值观连
锁，践行五星义工文化。 在项目
的规划中明确提出在服务老人
的同时开展义工培训活动，要在
辖区内培训 10 名专业社工。

作为项目评估专家，经贸大
学教授黄琦表示：“公益微创投
的目标是发挥杠杆作用，不局限
于做了多少项目，而是落在社区
社会组织培育上。 ”因此，在点评

中他强调：“要更加精确分析服
务对象，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 ”
这一点也在参赛的社区社会组
织成员中得到了共鸣。

经过项目评估组的综合评
估，以“社会需求”、“项目设计”、

“执行团队”为标准，按照重点培
育发展志愿类社区社会组织为
主的原则，最终评选出了一类项
目 5 个、二类项目 4 个、三类项
目 3 个，街道将按项目申报的金
额结合财务审定的标准给予社
区社会组织资金上的扶持。

据介绍， 中关村街道辖区
内，群众自发的公益类、文体类、
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有 155
支。“社区中的居民热心参与，无
私奉献，再加上社会服务机构的
专业支持和助力，最终形成社区
全体成员受益的三社联动，这将
让社区的方方面面都逐步得到
完善。 ”海淀区民政局社区服务
中心主任张格华强调。

■ 本报记者 王勇

在“参与·助力·共享”的主题下，越来越多的社区社会组织涌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