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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

推进社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高度重视社区
社会组织工作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社区社
会组织工作？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在解读中表示，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意义：

第一，社区是人民群众生活
的家园，做好社区社会组织工作
有利于夯实我们党的基层执政
力量。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鲜明的
“社区”特点，是社会组织中最通
民心、最接地气的一类。 通过社
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议事、管理
社区事务、 参与和享受社区服
务，最直接地体现着基层群众的
志愿性和参与性，体现着人民群
众对美好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向
往。 这种联系群众的广泛性、组
织群众的便利性、服务群众的直
接性优势，是其他社会组织有所
不及的。 基层党委政府以社区社
会组织为纽带持续加强对社区
群众活动的引导和支持，可以有
效传递党的方针政策和关怀温
暖， 进一步紧密团结社区群众、
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二，新时代对基层治理提出
更高要求，做好社区社会组织工作
可以有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随着社会治理工作重心和
管理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社区
治理和服务精准化、精细化要求
越来越高，在加强城乡社区治理
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基层社会治
理队伍建设、推进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等一系列工作中，必然要
求将更多适合的事务交由社区
社会组织承担，也就要求进一步
提升社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强
化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和水平。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调研
北京市草场四条“小院议事厅”
时强调，“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
的事居民定”。 以社区社会组织
为载体推进完善群众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有利于
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人
翁意识，推动居民真正成为基层
治理的有生力量， 形成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切实提升基层治理
效能。

第三，基层社会治理是民政
部门的基本职责，培育发展社区
社会组织是做好新时期民政工
作的一项重要抓手。

社区社会组织一头连着基层
党委政府， 一头连着万千社区居
民，是居民群众参与基层协商、实
现基层民主的有效渠道， 是社区
管理服务的重要力量， 是社区公
益慈善和志愿服务的重要主体，
是服务社区老人、儿童、妇女、残
疾人等特定群体的重要力量，也
是基层群众矛盾纠纷化解的重要
载体。 社区社会组织与民心、民
生、民情息息相关，与民政部门基
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

社会服务职能息息相关。 做好社
区社会组织工作， 对于基层民政
部门拓展服务力量和服务手段，
履行好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部
门职责具有重要意义。

需处理好社区
社会组织工作的若干关系

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必须坚持
系统观念，科学把握好工作中的
若干关系，推进社区社会组织质
量稳步提升，参与基层治理彰显
实效。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在
解读中表示：

一是处理好党委政府引领
和社区群众主体的关系。

社区社会组织工作必须坚
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和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的有机统一，这是
由基层治理的目的和社区社会
组织的特点决定的。

一方面，基层治理是党带领
人民群众共同开展的治理实践。
社区社会组织只有在基层党组
织的领导下才能保证方向正确，
居民自治只有与政府治理形成
良性互动，才能确保将群众积极
性有效凝聚为国家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不
是基层政府的附属机构，而是居
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形
式， 其主体应当是居民群众，其
活动本质应当体现居民的意志
和需求。 只有做到群众发起、群
众参与、群众受益，才能真正调
动居民群众积极性，形成社会参
与的有生力量。

因此，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工
作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政府
部门着重做好方向引领、资源协
调和专业指导等支持工作。 既不
能将社区社会组织工作简单视
为群众自娱自乐而不投入管理
资源、不予以引导支持；也不能
越俎代庖，以行政命令代替群众
志愿、 以政府管理替代居民自
治，阻碍群众自我组织和志愿参
与的积极性。

二是处理好发展数量和发
展质量的关系。

近年来，在各地培育发展工
作推进下，社区社会组织数量持
续发展，2020 年底各地民政工作
综合评估材料显示总量已超过
百万。 但总体看，目前我国社区
社会组织还存在总量不足、东中
西部发展不均衡、公益性组织占
比不高、群众参与不足、作用发
挥不充分等问题，整体发展质量
还不高。 随着我国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也必
须树立科学的目标导向，推进数
量和质量的协同发展，以高质量
发展助推基层治理水平提升。

各地工作中，既要持续推进
孵化培育工作，以一定的数量为
质量提供必要的工作基础；更要
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和管理能力，通过有规划、有侧
重地加以引导，调整结构、优化
布局，发展更多社区治理和服务
所需的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
组织， 避免简单追求数量的做
法。 要通过切实完善社会力量发
展和发挥作用的机制，提升基层
群众组织化程度、推动增强夯实
基层治理的基础，不能将增强基
层群众组织能力和参与能力的
长期工作，简化为增加社区社会
组织数量的短期任务。

三是处理好组织发展和作
用发挥的关系。

必须清楚认识到，社区社会
组织的建立和成长只是培育发
展工作的表现，发展的最终目标
还在于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
积极作用。 培育发展工作的内容
也不应止步于组织的孵化培育
和登记在册，更重要的是建立起
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提升能力和
发挥作用的机制。

按照五中全会精神，畅通社
区社会组织参与途径，引导社区
社会组织在社区协商、 公益慈
善、社区文化、社区管理和居民
服务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做好
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把党的决策部署延伸为群众的

自觉行动，把党的关怀送到群众
中去，更多为群众办好事、解难
事， 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参与感，推进社区居民共
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效。

四是处理好典型引领和补
齐短板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各地按照中央要求
并结合本地实际， 在“三社联
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 等方面开展了试点，在
提炼经验和总结模式的基础上，
很多地方形成了本地的先进典
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但
也要看到，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管
理发展整体还处在初级阶段，基
层基础比较薄弱， 在制度成熟、
组织健康、作用明显等方面距离
党中央关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
新格局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一些地方培育扶持政策落实
不足、 专业化指导和规范化引导
不够、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
足；一些地方协调力度不足，没有
充分调动好各方面的资源和积极
性； 一些地方投入资源还比较粗
放，在购买服务资金的绩效管理、
孵化基地的建设和运行规范、社
区社会组织重点发展类型等方面
精细化工作还做的不到位。

针对这些情况， 下步工作
中，既要充分肯定和总结取得的
成绩和经验，发挥好典型示范的
作用；更要沉下心来，着力固根
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以
培育发展、能力提升、作用发挥
为重点， 更加科学投入资源，推
动工作以点带面、长效发展。

分步骤、有重点地
推进相关工作

《方案》具体部署实施四项
工作“计划”，从培育发展、能力
提升、作用发挥、规范管理四个
方面对社区社会组织下步工作
作出安排。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在解读中要求各地， 分步骤、
有重点地推进相关工作，将专项
行动的具体要求落到实处。

一是实施好“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计划”。 各地要把社区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纳入城
乡社区治理总体布局，加强统一
领导和统筹协调；要结合民政领
域“十四五”有关规划编制工作，
制定本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规划；要深化推进社区社会组织
支持平台建设， 依托枢纽型、支
持型社会组织等平台为社区社
会组织提供各类综合服务和指
导支持；要进一步落实培育发展
资金和项目，拓展社区社会组织
资金支持渠道；要按照乡村振兴
工作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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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争到 2023 年，社区社
会组织在结构布局上进一步优
化，服务各类特殊群体的能力进
一步增强。

二是实施好“社区社会组织
能力提升计划”。 各地要统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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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干队伍；要依托服务项目加强
引导，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强化项
目意识和执行水平，加强品牌建
设； 要会同相关部门推动管理、
服务资源下沉，推动社区社会组
织提升社区应急、防疫、平安建
设、生活、文化等专业服务能力。
通过加强工作指导和统筹协调，
力争到 2023 年， 社区社会组织
参与相关领域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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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实施好“社区社会组织
作用发挥计划”。 各地要加强组
织， 通过动员社区社会组织开展
“邻里守望”系列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共建共治共享” 系列社区协
商活动、“共创平安” 系列社区治
理活动、“文化铸魂” 系列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等主题活动， 引导社
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扩
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
社区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力争到 2023 年，居民通过社区社
会组织参与社区生活、 享受社区
服务更加广泛， 对社区社会组织
的感知度和认可度进一步提升，
社区社会组织服务领域进一步拓
展，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成为推
进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四是实施好“社区社会组织
规范管理计划”。 各地要进一步
指导街道（乡镇）党（工）委和城
乡社区党组织落实党建责任，落
实分类登记管理要求，探索建立
城乡社区党组织与社区社会组
织定期联系制度、社区社会组织
开展重大活动报告制度、社区社
会组织工作评估评议制度、社区
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等一系
列制度安排，细化工作规程。 力
争到 2023 年， 形成比较成熟的
社区社会组织工作机制，社区社
会组织管理、指导和服务更加有
效，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既充满活
力又健康有序。

““� � 2 02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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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从 2021 年开始，
开展为期三年的专项行动， 推动
社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在基
层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

2020 年 12 月 26 日， 民政部
社会组织管理局对《方案》进行了
解读， 强调各地要充分领会四项
工作计划的内涵， 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制定好本地区落实方案，细
化实化工作措施，完善工作机制、
积极争取支持、强化部门协同、加
强宣传引领和督促指导，分步骤、
有重点地推进相关工作， 将专项
行动的具体要求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