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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印发

推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四项计划

四项基本原则

《方案》要求，坚持党的领
导。 发挥城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作用，将社区社会组织纳入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城乡社区服
务体系的整体布局，确保社区社
会组织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
方向，始终服从服务大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广泛
调动社区居民和多方主体参与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做到需求
由群众提出、活动有群众参与、
成效让群众评判， 引导社区社
会组织更好提供服务、 反映诉
求、规范行为，积极推进共建共
治共享。

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社区
社会组织发展短板， 以培育发
展、 能力提升、 作用发挥为重
点，打造有效工作载体，落实鼓
励扶持政策， 推动建立长效工
作机制。

坚持因地制宜。 根据区域
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制
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推动工
作重心下沉， 细化实化工作措
施，保证资源到位，坚持不懈抓
好政策落地。

培育发展计划

《方案》提出，要进一步明确
培育发展导向，制定培育发展规
划，完善培育发展机制，落实培
育发展资金。 到 2023 年，社区社
会组织在结构布局上得到进一
步优化，服务各类特殊群体能力
进一步增强。

1.制定专项规划。 各地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把社区社会

组织培育发展工作纳入城乡社
区治理总体布局，加强对社区社
会组织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筹
协调。 结合编制城乡社区服务体
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制定本地
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规划，
部署、实施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 提高社区社会组织服务能
力项目； 明确优先发展领域和
重点扶持对象，加大服务性、公
益性、 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支
持力度， 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
地域分布、服务对象、业务领域
等方面的覆盖面和志愿服务参
与度； 细化培育扶持、 发展质
量、内部治理、服务开展等方面
工作目标，落实相关部门、街道
（乡镇）、村（居）民委员会工作责
任，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政
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2.建设支持平台。 实施社区
社会组织“安家”工程，依托街道
（乡镇）、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和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点等，为
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场
地支持。 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支持
平台建设，发挥社区社会组织联
合会等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
作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设社
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明确相关
支持平台和孵化机构工作职责，
完善工作制度， 强化工作力量，
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党建引领、
培育孵化、资金代管、人员培训
等综合服务和指导支持。 有条件
的地方可以探索委托具备专业
能力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或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运营服务平台与
孵化机构。

3.加强政策扶持。 推动建立
多元化筹资机制，鼓励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社会支持

等多种渠道支持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 健全政府购买社区服
务机制，支持各地加大向社区社
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的力度。 鼓
励街道（乡镇）为社区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服务提供资源支持、项
目对接等服务，鼓励城乡社区党
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为当地
优秀人才领办社区社会组织提
供必要支持。 各地可结合实际情
况探索多种形式设立工作基金，
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4.补齐工作短板。 要结合本
地农村实际以及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等工作要求，加大农村社区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力度，推动政
府和社会资源向农村社区社会
组织和服务项目倾斜。 强化农村
社区党组织领导和村民委员会
指导功能，动员引导村民根据生

产生活需求、本地风俗、个人兴
趣爱好等成立农村社区社会组
织。 培育发展农村志愿服务组
织， 为村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
为农村留守老年人、儿童等特殊
困难群众提供关爱服务。 加强农
村社区文体团队建设，丰富农民
精神文化生活。 注重发现培养农
村社区社会组织骨干人才，加强
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 根据区域实际，选取一批基
础较好的农村社区开展农村社
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试点，总结
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模式和
经验。

能力提升计划

《方案》提出，要加强工作指
导和统筹协调， 从工作力量、工

作方法、工作内容和工作资源等
方面给予支持，不断提升社区社
会组织的组织管理和服务能力。
到 2023 年，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相
关领域管理、提供专业化社区服
务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成为居民
参与社会治理和社区服务的有
效载体。

1.培养一批骨干人才。 各地
民政部门要统筹社区、 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力量，制定培训计
划，培养社会组织工作的骨干队
伍。 要通过举办示范培训、网上
课堂、 新媒体教学等多种方式，
面向街道（乡镇）民政助理、城乡
社区工作者、儿童主任、社区社
会组织负责人、 社区社会工作
者、社区志愿者等，广泛开展各
类能力培训，将社区社会组织党
的建设、培育发展、能力建设、日
常运作等纳入培训内容。 鼓励社
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参加社会
工作知识培训和全国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考试，有条件的地方
视情况对参加考试人员给予考
试教材、考前培训、考试费用等
帮扶激励。 力争到 2023 年，全国
普遍开展社区社会组织骨干人
才培训，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训
累计达到 245 万人次。

2.对接一批活动项目。 在推
进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
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公益慈
善资源联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
实际组织开展社区服务项目洽
谈会、公益创投大赛等社区公益
服务供需对接活动，通过服务项
目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引导。
要进一步强化项目意识，提升社
区社会组织需求调研、 项目设
计、项目运作水平。 推进社区社
会组织品牌建设，引导优秀社区
社会组织完善发展规划、加强项
目宣传，提高品牌辨识度和社会
知名度。

3.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会同
相关部门推动管理、服务资源下
沉，指导街道（乡镇）和城乡社区
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落实责
任，通过加强社区宣传、建立联
络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组织应
急演练等方式，提升社区社会组
织协同应对自然灾害、 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
事件的水平；通过加强对群防群
治活动的组织、 指导和保障，提
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平安社区
建设、 和谐社区建设的能力；通
过购买服务、 委托项目等方式，
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健
康、养老、育幼等社区服务的能
力； 通过提供活动场地等措施，
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文艺演
出、体育竞赛等活动，增强社区
文化建设阵地功能。 鼓励有条件
的城乡社区通过设置社会工作
岗位等方式， 配备专人联系、指
导和服务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
不断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
服务能力。

（下转 06 版）

� � 1 2 月 7 日， 民政
部 办 公 厅 印 发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专项行动方案 （2021-
2023 年）》。 《方案》提出，
要从 2021 年 起 用 3 年
时间 ， 开展培育发展社
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
通过实施一批项目计划
和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
进一步提升质量 、 优化
结构、健全制度 ，推动社
区社会组织在建设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
更好发挥作用。

具体来说 ， 《方案 》
提出 ， 要实施社区社会
组织培育发展、 能力提
升、作用发挥、规范管理
四大计划。

� � 10 月 25 日上午，武汉市新洲区社会组织“重阳节”便民服务公益集市服务活动在邾城街章林社区文明
实践站开市

� � 为了提升社区社会组织专业性， 北京市南磨房地区社区办联合
南磨房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 运行方南磨房地区社区社会组织联
合会及北京祥谊社区发展中心开展三期系列培训，210 余人次的社
区社会组织骨干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