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和伙伴抢资源

打造地方公益生态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使命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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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中国社会组织官网最新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我国共有约 80.68 万个社会
组织。 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的
快速发展，其在承接政府职能转
变、 参与社区治理及社区建设、
助力精准扶贫、探索解决社会问
题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
重要。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
由于这些社会组织所处地域不
同， 享有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同，
加之其拥有的资源和人才差异
较大，导致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 尤其对一些基层社会组
织或草根组织而言，其自身生存
发展仍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如何才能让优质公益资源
下沉， 帮助更多社会组织发展，
同时将更多优质公益项目推广
到地方？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同时， 由于能够直接对接地方，
枢纽型社会组织在撬动地方政
府资源方面也有着其他组织无
法匹及的优势。 而借助平台优
势，其也能促进地方社会组织之
间的链接与沟通，形成在地公益
集群，联合打造地方公益生态。

推动地方社会组织转型

随着天气逐渐转寒，如何让
困境儿童温暖过冬成为很多公
益组织眼下工作的重点。

自立冬开始，山东省济宁市
泗水县微公益协会“暖冬行动”
正式启动。 除了发动全县范围内
的机关干部及爱心人士参与爱
心棉被的缝制，该协会也在持续
开展“爱心小屋”改造项目。 通过
志愿者走访调查、 入户核查，为
符合条件的孩子打造属于自己
的专属小屋，改善孩子们的居住
环境。

据了解，泗水县是我国第一
批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现有人
口 63 万， 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
到 14 万， 全县留守儿童超过 1.5
万名，占全县在校学生的 20%。因
此，关注留守儿童及其他困境儿
童成为当地社会组织的一大工
作重点。

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前身是
“齐鲁拍客团泗水站”，主要关注
全县范围内的困境青少年成长，
2016 年 1 月正式在当地民政部
门注册。 成立初期，该协会的工
作比较简单，主要以资金和物资
捐赠为主。 协会会长孙建涛坦
言：“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感觉送
钱送物是最实在的，而且这样做
也会让资助人感觉踏实，因为我
们把钱都如数给了孩子，自己也
不用承担什么责任。 ”

但是在山东省社会创新发
展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山东
社创”）的建议下，孙建涛及协会
的观点逐渐发生了改变。“这几
年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越来越
多，我们发现其实真正能帮到孩

子的还是专业服务。 在跟山东社
创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也建议我
们转型，从简单的给钱给物向专
业服务型机构转变。 在他们看来
这是困境家庭最需要的，也是真
正能够推动产生改变的。 ”

作为一家枢纽型社会组织，
陪伴初创与转型期公益组织发
展， 也是山东社创对自身职能的
定位之一。 除了为机构发展提出
方向性建议，在项目设计、上线过
程中， 山东社创还为协会提供了
专业指导。 而在项目运作过程中，
山东社创也全程为其提供督导服
务， 目的也是提升基层社会组织
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管理水平。

最具有说服力的可能就是
数据了。

在山东社创的陪伴下，协会
的资金体量有了明显增长：2017
年 99 公益日期间， 协会筹款额
超过 200 万元；2018 年 99 公益
日筹款超过 400 万元， 共有 5.4
万人次参与捐款，筹款额为山东
省第一名。 对于一家县域公益机
构来说，这样的筹款成绩已经超
过了不少在人员或资源上更占
优势的基金会。

除了对上述类型公益组织
的陪伴服务， 作为枢纽型机构，
山东社创在陪伴社区治理创新
以及助力社会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陪伴市级和区县社会组织服
务平台有效运营、陪伴公益项目
成长和打造地方公益品牌等方
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仅在 2017
年， 山东社创就协助山东省内
126 家社会服务机构、150 个公益
项目参加 99 公益日筹款， 筹款
总额实现了 1500 万元的历史性
突破。

“这两年来，我们和山东省
内两三百家公益伙伴都建立了联
系。 作为第三方，我们希望引入更
多外部资源， 但我们不会和伙伴
们抢资源， 而是将资源全部导入
行业内。 我们希望通过专业化的
方式推动行业发展， 最终目的是
推动山东省公益行业生态建设。 ”
山东社创主任杨建生谈道。

链接更多外界公益资源

对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定
位，杨建生和他的伙伴们有着清
晰的认识： 一方面是聚合力量、
整合资源，作为陪伴者参与山东
本土公益事业发展，推动公益转
型；另一方面还要从外界引入好
的公益项目，例如通过和中国好
公益平台或其他大型基金会的
合作，推动优质公益项目在山东
落地。 在此过程中，他们还要尝
试撬动当地政府资源，联合政府
部门共同打造当地公益生态。

11 月 16 日， 由四川青年志
愿者协会与壹基金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儿童
服务发展论坛在成都举行。 作为
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
目省级战略合作伙伴之一，杨建

生代表山东
社创参加了
当天的授牌
仪式 。 事实
上，在此之前
山东社创和
壹基金就已
经有了紧密
合作。

今 年 1
月 8 日，“山
东壹乐园儿
童服务站”启
动仪式在山
东社创办公
地举行，此举
意味着山东
社创将联合
壹基金以及
山东省内公
益组织，通过
公众筹款的
方式， 在全省 11 个地市乡村建
立首批 16 处“壹乐园儿童服务
站”，服务农村留守儿童。 截至目
前，“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在山东
已有 40 处。

泗水县微公益协会是该项
目的承接机构之一。“我们知道
山东社创和壹基金之间达成了
战略合作，由山东社创负责壹乐
园在山东地区的落地、管理等各
项工作， 特别想申请这个项目。
因为泗水县留守儿童比较多，这
个项目比较适合我们。 ”孙建涛
告诉记者。

承接项目后，从场地选择、运
作模式、 活动开展以及链接政府
资源等方面， 山东社创都给予了
协会全面支持和指导。 协会每个
月或每个季度都会总结项目运作
情况，并及时向山东社创汇报，以
求获得更多专业意见或建议。

在将外界资源引进来的同
时，山东社创也希望将本土好的
公益项目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推
广。 杨建生表示，山东社创希望
打造一个开放的平台，让大家都
能利用这个平台做些事情。“山
东省内有一些成熟的机构，他们
有着非常好的项目经验，我们也
希望通过社创这个平台将他们
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

对此，泰安市泰山小荷公益
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小荷
公益”）负责人和西梅非常赞同。
目前，小荷公益的“彩虹村助学”
项目已经在全国 41 个城市落
地，其服务范围和受益群体显著
增加，成为首批入选中国好公益
平台的公益项目中规模化发展
的典型案例之一。

对于该项目，山东社创并未
过多提供技术层面指导，而是积
极帮助其进行宣传推广，希望将
项目成熟的经验分享给更多社
会组织。“山东社创帮助我们成
长，解决了机构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很多问题。 我们也在探讨如何
联合起来推动行业发展、撬动更
多政府资源。 我对他们的发展还

是很有信心的。 ”和西梅表示。

撬动政府层面投入支持

与政府部门建立密切联系、
争取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对
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说重要性
不言而喻。 这也是枢纽型社会组
织的一个重要职能。 日前，记者
在山东省济宁市采访时了解到，
当地民政部门对于像山东社创
这样的枢纽型社会组织非常认
可和支持。

为推动当地社会组织发展，
济宁市成立了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 主要任务包括开展社会组织
孵化、 资源对接以及项目的运作
与管理等。对当地来说，社会组织
服务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 此
外，由于经济发展相对靠后、市辖
区高校较少， 缺乏公益慈善或社
工专业等技术及智力支撑，该中
心在成立初期遇到很多困难。

济宁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主任宫秀兵谈道：“由于缺乏技
术支撑，我们在成立初期开展工
作非常困难。 后来，经过多方交
流沟通，我们和山东社创进行了
对接，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支
持，比如说开展培训、公益创投
以及社会组织评估等。 ”

不过，在他的印象中，虽然
目前省内很多社会组织非常有
爱心、有责任感，但有些机构的
专业性和社会价值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做的事不应仅局限于诸
如到敬老院慰问、 发放物资等。
宫秀兵认为，既然是专业的社会
组织就一定要有专业性，要有专
业的团队、 专业的理念和管理，
而这是目前当地最为缺乏的。

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引进一
些外界的优质公益项目。 当听说
中国好公益平台之后，他们觉得
看到了希望。 而在此后的中国好
公益平台优质公益项目推介和
落地的过程中，山东社创都给予
了济宁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大
力支持。

“我向领导汇报之后，领导
非常感兴趣，非常支持。 这对我
们来说就像一场甘露、一场及时
雨。 当时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
一方面要给社会组织做好工作，
让他们清晰地了解好公益平台；
另一方面，要做好项目的落地工
作。 ”宫秀兵表示，“我们第一时
间咨询了山东社创，他们帮忙请
来了省内高校的专家，和我们一
起筛选了一批有影响力、有专业
能力的社会组织，组织项目交流
会。 在后续的项目落地执行、培
训等方面，山东社创也给予了我
们大力支持。 ”

除了得到各地民政部门的
认可和支持，最让山东社创团队
感到高兴的还是和山东省慈善
总会达成合作。 今年 7 月初，山
东省慈善总会和山东社创联合
主办了中国好公益平台山东路
演暨首届“慈善山东”公益大会。
同时，双方联合发布了“慈善山
东伙伴计划 ”， 慈善总会拿出
500 万元资金支持山东慈善事
业发展。

就在不久前，山东省慈善总
会、壹基金和山东社创在壹基金
深圳办公室签订了一份三方战
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在自然灾害
救助、儿童关怀与发展、慈善公
益支持与创新等领域进行深度
合作， 推动地方慈善生态建设。
慈善总会还将投入 50 万元，支
持山东壹乐园项目。

目前，山东社创和山东各地
慈善总会都有了一定的合作，并
得到相应支持，比如枣庄市慈善
总会、菏泽市慈善总会、济宁市
慈善总会等。 其中，枣庄市慈善
总会计划投入 50 万元， 支持当
地开展壹乐园项目。

“这两年我们明显感觉到山
东公益氛围会出现一个很大的
变化。 未来我们希望不断整合资
源，并将资源叠加到整个公益生
态中， 带动地方公益氛围的改
善，打造地方公益生态系统。 ”杨
建生表示。

� � 泗水县微公益协会“暖冬行动”启动。 为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该活动特意设计了
男士专场（图片由壹基金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