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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创新园该如何运作？

� � 雨点公益社会服务中心开展社区活动。 该机构是济南市市中区
社会组织创新园成功孵化的典型案例之一。

“社会组织创新园给社会组
织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园区定
位并不局限于培育孵化，它更像
是一个枢纽型支持平台，社会组
织从中获得的，既包括专业机构
提供的技术支持，也包括政府层
面提供的各项优待政策。 ”

近年来，为推动社会组织发
展，各地陆续成立了社会组织创
新园或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园，积
极探索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模式。

作为社会创新的试验田，这
些社会组织创新园是如何运作
的?日前，记者跟随民政部社会组
织采风团采访了山东省济南市
首家社会组织创新园———济南
市市中区社会组织创新园。 通过
五个支持性机构的职能设计以
及三大枢纽型平台的支持，园区
很好地解决了社会组织在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和问题。 对于
园区的运作模式和定位，相关负
责人给出了上述回答。

寻找适应本土的培育模式

截至去年 6 月 30 日， 济南
市市中区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共 1626 家，其中社会团体 41 家，
民办非企业单位 336 家，社区备
案社会组织 1249 家。 分析显示，
目前济南市范围内的社会组织
发展基本处于萌芽期或初创期，
其特征是发展时间较短、资金规
模小、全职人员及项目数量少。

2012 年下半年，市中区区委
区政府以及区民政局逐步加大
了对社会组织创新发展工作的
重视程度。 在此过程中，市中区
民政局由正副局长带队，多次赴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调研走访，
了解一线城市社会组织发展情
况以及创新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
上，市中区民政局制定出了适合
本土社会组织培育孵化的创新
模式，于 2013 年 1 月成立了市中
区社会组织创新园，并给予其政
策和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自 2013 年 2 月开始，园区每
年向社会招募初创期公益组织，
通过内部评审选出公益性强、服
务性好的组织; 通过举办专家评
审会评选出入驻壳内孵化的组
织，并向其提供场地设备、资金
支持、能力培训等服务。

“95 后” 女孩郑懿毕业于山
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4
年开始接触公益。 2016 年 5 月，
郑懿在市中区民政局注册成立

了雨点公益社会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雨点公益”），针对社会需
求，为青少年、妇女儿童、老年
人、残障人群等不同群体提供专
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策划公益
项目，培育社区自组织。

同年，“雨点公益”进入市中
区社会组织创新园孵化培育。

“园区帮助我们对接上海恩
派进行培训， 建立社工专家库，
定期邀请专家为我们进行督导。
园区还组织了公益伙伴日，帮助
我们和服务的需求方对接资源。
在资金方面，园区每年设置公益
创投大赛、社创大赛等，支持我
们运营的公益项目。 ”郑懿谈道。

同时，园区还鼓励像“雨点
公益”一样的专业化社工机构和
街道办事处携手，合作成立街道
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运用
公益项目认领、 社区公益创投、
社区领袖培训等多种方式培育、
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充分引导社
区居民树立“我的社区我说了
算”的概念，真正做到社区“共建
共治共享”。

“雨点公益” 出壳后先后策
划了“留住老济南”文化保育项
目、“最-少年” 青少年成长陪伴
计划等一系列品牌服务项目，推
动“女童保护”等公益项目落地，
为社区提供多元化的专业社工
服务。 此外，“雨点公益”还开发
了社会公益产业链，为孤寡老人
和残障人群提供就业平台。 目
前，其已经在济南市各区建立了
12 个服务基地，为来自山东师范
大学、山东女子学院、山东管理
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提供了多
个工作岗位，为 200 余名残障人
士创造了就业机会。

该机构是市中区社会组织
创新园成功孵化的典型案例之
一。 在郑懿看来，市中区社会组
织创新园最吸引他们的地方是
其拥有社会组织孵化再造、社区
训练营、能力建设平台、社创事
业群、联合办公社、社会组织党
建等六大功能模块。“这六大功
能共同作用、相辅相成，令创新
园能够实现公益人才实践基地、
公益资源对接平台、社区公益服
务示范、 社会创新培育园区、社
会组织咨询诊所五大定位。 ”

制度设计提供多重保障

入驻园区只是第一步，如何
才能消除社会组织的后顾之忧？

据市中区民政局副局长张燕介
绍，通过五个支持性机构的职能
设计，社会组织创新园能够有效
解决社会组织在创新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瓶颈和问题。

第一，充实并加强社会组织
党工委，为社会组织良性发展打
下组织基础；第二，组建市中区
社会组织促进会，以专业化方式
承接政府部门社会服务事项和
职能转移；第三，与上海恩派公
益组织发展中心合作，创建济南
恩泉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负责培
育、孵化区级社会组织，同时对
接社区资源；第四，建立第三方
评估体系，将社会服务的评估与
裁判权交由第三方承接，确保社
会服务的满意度和公信力；第
五，建立补充保障机制，依托市
中区慈善总会，为实施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补血”；同时，鼓励区
级社会组织承接基金会和枢纽
型社会组织的资金转移，实现自
我造血。

职能设计为园区提供了制
度上的保障以及外在支持，在实
际工作过程中，园区也有一套成
熟的运行体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市中
区社会组织总会负责园区的运
行。 据市中区社会组织总会秘书
长祁玉鑫介绍，总会是园区的运
营者、管理者，更是服务者。

祁玉鑫表示：“园区作为省
内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专业化、
综合性、枢纽型支持平台，融合
了多个领域的优秀资源和省内
外良好的关键支持，孵化器作为
园区核心业务也是总会的重点
业务单元。 一方面，总会承担了
部分民政局作为职能部门的相
应工作，缓解了压力；另一方面，
总会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能
够更深入地同园区的孵化机构
和驻楼单位进行沟通和交流，更
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和整体的管
理运营，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单一部门的不足。 ”

目前，市中区社会组织创新
园共有驻楼单位 20 余家， 服务
领域涉及养老服务、 培育孵化、
社工人才、康复训练、创意设计、
法律咨询以及慈善救助和退役
军人再就业等。 总会一方面服务
各驻楼单位，另一方面也要向民
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汇报
工作，在政策解读和工作落实环
节起着关键作用。

另外， 祁玉鑫告诉记者，济
南恩泉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和市
中区社会工作协会在园区的运
行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恩泉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主
要承接了园区社区训练营版块，
负责服务项目的研发、资源对接
和社区落地等工作，一方面是向
社区对接孵化类社会组织，一方
面协助街道社区培育发展社区
备案类社会组织并开展社区服
务工作。 目前，该中心已经在全
区 10 余个街道建立了“邻舍家
社区服务中心项目”和“区妇联

妇女儿童家园项目”。
市中区社会工作协会主要

负责推动全区社工人才队伍建
设及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 比
如，协会聘请高校社工专业教授
担任督导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上
给予社工帮助，定期组织社工参
加专业培训和技巧辅导，推动社
工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
总体来说， 总会负责机构发展，
恩泉负责项目运作，协会负责人
才建设。 三者各有侧重，但都发
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创新园就像一只精密的机
械手表。 ”贾雯谈道，“市中区区
委区政府以及民政局扮演着发
条的角色，负责给所有零部件提
供其运转所需的硬件、 政策、资
金以及环境等方面的支持。 而我
们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也都有
自己擅长的领域和核心专业，大
家借助创新园这个平台共同发
力，撬动多方资源，让社会组织
自身也有了干劲， 而且干劲十
足。 ”

未来发展须进一步转变思路

据了解，仅仅在 2016 年，市
中区社会组织创新园就创下了
单年迎接 100 场参访任务的纪
录，其运作模式也被越来越多的
地市效仿、复制。

通过加强培育孵化、引导规
范运作、 联系服务群众等工作，
类似的社会组织培育平台有效
地激发了社会组织的活力。

不过，虽然各地都为社会组
织的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但在
一些地区，由于政府部门办事流
程特殊、财政审批程序麻烦等原
因，导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并没
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或出现预
先设想的效果。 甚至在某些地
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很长一段
时间内无人办公。

要想真正发挥社会组织孵
化基地的作用，政府的态度十分
重要。 据了解，济南市市中区先
后出台了《关于新时期进一步加
强基层治理结构调整的意见》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与

社会实践的意见》《济南市市中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
《济南市市中区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关于进一
步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
见》等 9 个文件，意在破除政府
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行政隶属
关系根深蒂固、行政责任无限延
伸的社会阻力， 在规范政府权
力、 发展基层民主方面形成共
识。

祁玉鑫认为，政府部门应该
向进一步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方面转型。“过去，政府管得多，
但管不全也管不好。 现在政府转
变职能，向社会购买服务，建立
社会组织创新园区，就是要解决
政府购买服务‘去哪里买’‘有什
么可以买’的问题。 借助园区这
个平台，我们可以一起培育草根
公益组织， 满足群众多样化需
求，也能够促进更多公益组织参
与社会事务，创新公共服务供给
机制。 ”

不过，由于社会组织孵化园
出现的时间仍然很短，其在引导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仍
处于摸索起步阶段。 而随着社会
体制的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近
年来社会组织迅猛发展，在数量
不断增长的同时，多样化的需求
也日益凸显。 类似的孵化基地在
人员配备、资金渠道、业务拓展
以及交流学习等方面仍然存在
诸多不足。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我们
将加快推动制定社会组织人才
培养发展规划， 加快推动与社
会组织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才
队伍建设工作，吸纳专业人才、
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
才到社会组织工作。 我们还将
组织开展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基
础培训和专职人才专项培训工
作，重点培养职业化、专业化、
年轻化的社会组织新型团队。
另外， 我们希望建立健全社区
公益服务项目创投机制， 促进
社会组织在能力建设和社会公
信力等方面的健康发展。 ”祁玉
鑫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