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12项举措深化社会组织“放管服”改革

� � 《山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
步深化社会组织领域“放管服”
改革的意见》出台，山东将推出
“四类”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降
低注册资金标准、 下延基金会
登记权限、 放宽社会团体负责
人任职政策限制等 12 项举措。
对于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换届事
宜，取消其事前报批程序。

据介绍， 为减少社会组织
登记环节， 山东提出申请成立
社会团体，需经过名称核准、成
立大会事先备案两个服务环节
和成立登记行政许可环节；而
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
务机构）和基金会，需经过名称

核准服务环节和成立登记行政
许可环节。 社会组织登记行政
许可事项， 自民政部门出具受
理通知书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
办结；对实行“全链条”办理的
事项， 民政部门要加强与有关
部门的协调配合， 确保按照规
定的时间和要求办结。 取消社
会团体和基金会换届事先报
批。 除确有必要的外，原则取消
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成立登记现
场勘察； 根据需要安排民办非
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现场
勘察，能联合勘察的，民政部门
要与有关部门一起进行。

此外， 山东还进一步降低

注册资金标准： 全省性社会团
体注册资金不低于 ３ 万元；全
省性基金会原始基金不低于
400 万元；全省性民办非企业单
位开办资金不低于 50 万元，其
中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
资金不低于 100 万元， 以研究
院为组织形式的开办资金不低
于 200 万元。 成立市县级社会
组织， 各地可以在法律法规规
定的幅度范围内， 适当降低注
册资金标准。 基金会的登记权
限由省民政厅下延至设区的市
和县（市、区）民政部门，按照分
级负责的原则注册登记。

（据新锐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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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美好社区计划”专题会议召开

美好社区计划已建立 5 个实践基地
2018 年 6 月 7 日，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
京主持召开“美好社区计划”专
题会议，总结已有成果、梳理最
新探索，布局未来发展。

“美好社区计划” 由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发起，聚焦城乡社区营
造和社区服务创新，发挥专业社
工作用，以社工、社会组织和社
区的“三社联动”为基础，整合多
方资源，为美好社区建设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

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美好社区计划” 发起半年
多，在各方的支持下，取得了一
系列阶段性成果，主要包括：

1 个核心倡导。 新时代对发
展社会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美
好社区计划”， 聚焦城乡社区营
造和社区服务创新，发挥专业社
工作用，以社工、社会组织和社

区的“三社联动”为基础，整合多
方资源，为美好社区建设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

计划发起后， 有关政府部
门、社会组织、社区、企业等各界
反响热烈，中央电视台、北京电
视台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为社
会工作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大局
营造良好环境。

1 个专家智库。 致力于为全
国城乡社区营造提供智力支持，
广泛吸纳各界顶尖专家，打造了
一支多领域、跨学科的城乡社区
营造专家团队。 专家所涉领域包
括社会工作、社会治理、城市规
划、建筑设计、文化保护、文旅地
产、农业农村发展等。

2 次线下沙龙。 聚焦城乡社
区营造的前沿主题，以“社区基
金会与社区营造”、“社会创新设
计”为主题，邀请国际、国内知名
专家举办线下沙龙，聚力精英人
才，推进人才培养。

5 个实践基地。首批五家“美

好社区计划实践创新基地”正式
落地，分别代表不同的社区营造
类型， 包括开发商前置社区营
造、 物业机构介入社区营造、社
会组织带动社区营造、政府主导
的社区治理创新等。 基地将为美
好社区建设提供案例参考和探
索经验。

系列基础研发。《美好社区
建设导则》、《城乡社区营造人才
能力标准》、 线上课程包等助力
全国城乡社区营造的各项基础
研发工作，已在同步规划或进行
之中。

收到众多合作需求

“美好社区计划”发起后，项
目组陆续收到全国十余省市不
同类型委托方的众多合作需求，
有来自有关政府部门的区域社
区发展规划、典型社区治理案例
探索、社区治理人才培养等服务
委托；来自开发商的新建小区前
置社区营造委托；来自开发商委
托的回迁房村转居社区营造委
托；来自大型养老服务公司的委
托，以机构养老辐射社区带动所
在社区整体营造；社区营造助力
乡村精准扶贫，促进当地产业发
展、文化传承社区营造助力乡村
精准扶贫， 促进当地产业发展、
文化传承；高校专家、社工机构
等为主体参与社区营造，寻求专
家咨询、方案设计、品牌提升、人
才培养等的支持。

委托服务内容多样， 涉及各
类型城乡社区，不同的委托主体。

有各级政府部门，也有开发
商、物业公司、社区养老、社区教
育等社区相关企业。

各委托方需求不同，如各级
政府部门，或为推动基层社区治
理创新， 或为老旧小区改造、或
为解决突出的社区问题等；

如开发商，面临房地产行业
转型升级的 2.0 时代， 从简单的
“卖房”转向“卖生活方式”，需要
营造社区特色服务，与居民长期
“共营社区”， 以提升品牌形象，
精准定位客户群体；

如物业公司，从传统的一般
物业费收入，升级为在共营社区
中，经营社区、深度服务，如社区
养老、社区教育、社区管家等，全
面转型经营模式；

如各类社区相关企业，取得
更大的品牌影响力，精准落地社
区、提供社区公益服务等，已成
为一种新的趋势。

根据社区情况不同，以上相
关主体，均是美好社区营造的可
能委托方。 城乡社区营造的服务
供给方，则有相关院校和研究机

构的专家、 社工机构等社会组
织、建筑设计公司、社区商业和
社区服务的相关供给企业。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将应积极发挥专业优势、精准定
位角色，协调关系、解决问题，整
合社区营造相关需求和资源，共
同推动美好社区建设。

四方面着力推动未来发展

据介绍，下一步“美好社区计
划”将把握时代机遇，发挥核心优
势，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动：

一是基础工作方面， 加快
《美好社区建设导则》、《城乡社
区营造人才能力标准》、 线上线
下课程包等基础研发工作，同
时，吸纳更多跨界专家进入美好
社区计划专家智库，满足全国范
围内不断增加的各项需求，为全
国范围内的城乡社区治理创新
提供智库支持。

二是内部营造方面，充分发
挥联合会各专业委员会的优势，
整合内部资源， 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合力，共同助力“美好社区
计划”，同时以“美好社区计划”
为平台实现各自的专业价值。 近
期针对“美好社区计划”进行内
部核心人员培训。

三是行业倡导方面， 倡导推
动社工行业重点介入城乡社区治
理创新工作。通过实验基地、案例
示范、培训赋能、行业倡导等，引
导行业内优秀社工机构和专业社
工共同加入， 成为美好社区营造
的共建伙伴， 在服务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的大局中共同成长。

四是搭建平台方面，建设全
国城乡社区营造的供需对接与
咨询服务平台，为各类委托方和
供给方提供便捷的合作方式，为
美好社区建设提供整体解决方
案，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力
量， 助力全国城乡社区治理创
新。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王国英， 常务副秘书长金莉，
副秘书长戴爱娇、侯剑，“美好社
区计划”秘书处执行秘书长谈小
燕、办公室主任宋万召，以及联
合会办公室、 有关专业委员会、
社会工作学院、《公益时报》社有
关人员参加会议。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动态

安徽：129家行业协会商会实现“脱钩”

� � 安徽省积极推动全省性行
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
点， 目前， 已完成两批试点任
务， 累计已有 129 家全省性行
业协会商会实现脱钩， 与主管
单位在人、 财、 物等方面实现
“五分离”。 合肥、淮北、黄山、宣
城、蚌埠、淮南、阜阳等地已全
部完成第二批脱钩试点。

根据《安徽省行业协会商
会 与行 政机 关脱 钩 实 施方
案》， 全省将逐步取消行政机
关(包括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
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
靠关系；行业协会商会依法直
接登记和独立运行；行政机关
依据职能对行业协会商会提
供服务并依法监管。 行业协会

商会要设立独立账号，单独核
算， 实行独立财务管理。 自
2018 年 1 月起，安徽取消全省
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直接
拨款，行业协会商会具有人事
自主权，依法依规建立规范用
人制度，逐步实行依章程资助
选人用人。

（据合肥在线-合肥晚报）

广西：社会组织 2017年投入扶贫项目资金近亿元

� � 2018 年广西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推进座谈会 6 月
11 日在南宁市举办， 来自广西
各行业的社会组织代表参会，
并有 16 个社会组织现场认领
了 14 个扶贫项目，项目总金额
为 89.95 万元，以实际行动积极
助力脱贫工作。

据统计，2017 年，广西全区

社会组织通过项目认领、 资金
捐助、结对帮扶等方式，开展和
参与扶贫项目 480 余个， 投入
资金近 1 亿元人民币， 覆盖受
益对象 5 万余人次。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陈佳克表示，鼓励各
级民政部门与社会组织共同合
作， 不断创新探索扶贫的新方式

新方法，通过捐款捐物、慈善消费
和慈善义演、义卖、义诊等方式
为贫困群众奉献爱心；开展扶贫
项目认领，与贫困村、贫困群众
进行“一对一”帮扶；开展“助贫、
助困、助学、助医、助老、助残”为
主题的公益服务项目， 帮助贫困
群众解决亟需的生活问题。

（据中国新闻网）

2017 年 12 月 12 日，美好社区计划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