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社区共建花园项目中，蛇口社区基金会邀请了当地中学师生参
与设计，并聘请专业的景观设计师团队提供专业指导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发布，其中提出，‘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
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

据最新统计，截至 2021年 7月 1日，中国境内共有 187家社区基金会。 与我国社会组织整体
发展速度及数量相比，社区基金会虽然数量不多，但近些年的发展状况一直备受行业关注。 尤其在
参与社会治理、满足社区个性化需求以及推动社会创新等领域，社区基金会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

不过，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甚至呈两极分化状态。 由于自身定位和属性，社区
基金会发展遇到的‘堵点’很多，一些社区基金会不能充分发挥公益平台优势，也无法充分体现自
身公益价值，逐渐成为‘空壳’。 也有一些社区基金会突破发展瓶颈，得到了公众及社会认可。 那
么，作为离大众生活最近的一类公益组织，社区基金会发展究竟如何，未来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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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金会被纳入基层治理体系
未来如何破局是一大挑战

随着暑假的到来， 不少公益机
构陆续启动了针对儿童及青少年的
公益项目。几天前，广东省千禾社区
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千禾社区基
金会”）城市支教项目品牌活动———
橙汁书袋活动 2021 年第二期正式
启动。

据千禾社区基金会品牌筹资部
总监章嵘介绍， 该项目主要是关注
珠三角流动儿童教育公平， 面向全
社会招募志愿者， 为城中村的流动
儿童提供教育陪伴服务。 项目将在
广州、佛山、深圳、珠海等 12 个城市
招募 300 支共计 1200 名城市支教
志愿者。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目前已
成为千禾社区基金会在社区教育领
域的一个品牌项目和产品。

作为中国首家社区基金会，千
禾社区基金会自 2009 年成立以来，
一直以珠三角地区为立足点， 关注
社区面临的生计、 教育和环境等问
题， 通过动员并联结基层政府、企
业、基金会、慈善团体和研究机构等
力量，持续开展社区服务。尤其在服
务城市流动儿童方面， 千禾社区基
金会近年来有着自身的实践经验。

据介绍，2018 年， 千禾社区基
金会针对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
问题发起了城市支教公益项目，通
过为珠三角地区关心儿童教育、关
注自我成长及希望实现自我社会

价值的社区妈妈赋能，支持她们在
社区开展以亲子家庭为主体的社
区服务。

此外， 依托社区妈妈的力量，千
禾社区基金会有效盘活了社区资源，
建立起了固定开放、安全友好的社区
空间———小禾的家，激活本地社区力
量，组建本地社区召集人团队运营空
间，让城市流动儿童在社区家长互帮
互助的环境中成长。 截至 2019年年
底，先后有 322位志愿者加入了城市
支教队伍，其中有 221人是来自社区
的家长；18个“小禾的家”在广州市的
十个社区及佛山等地成立。

目前， 千禾社区基金会在社区
公益领域的核心业务版块有四个，
包括社区公益行动支持、 社区公共
空间共建、社区公益人才培养、社区
资源平台打造。“事实上，在 2018 年
以前，千禾还没有自己的公益产品。
我们之前做资助比较多， 城市支教
这个品牌是在社区教育版块衍生出
来的一个公益产品。 我们这几年也
一直在思考机构的转型， 开展一些
产品化探索， 在探索过程中汲取的
一线丰富经验也支持我们更好地明
确机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章嵘
告诉记者。

据《南方周末》早前报道，自
2014 年起，深圳、上海、南京等多
地试点社区基金会，发展社区基
金会逐步上升为国家层面推动
的政策，社区基金会开始快速增
长。尤其是在 2017 年国务院印发
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
理的意见》， 写入了发展社区基
金会的内容。 但该报道也指出，
除了少数明星基金会，更多的社
区基金会生存状况堪忧。

易善数据发布的《中国社区
基金会数据报告》显示，我国社
区基金会区域发展差距显著。 截
至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境内总
计有 187 家社区基金会， 其中
2017 年成立数量最多， 达到 51
家；上海、广东、浙江社区基金会
数量位列前三，上海社区基金会
数量达到 85 家，占比 45%；上海
社区基金会开展项目数量最多。

而在年度收入及支出方面，
社区基金会之间的差距更为明
显。 2019 年度社区基金会收入
最高的是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
基金会，为 3418 万元；千禾社区
基金会 2019 年度收入为 923 万
元， 排在社区基金会前六位 ;而
排在第十名的上海长兴社区发
展基金会 2019 年度收入仅为
476 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社区基
金会的项目确实解决了社区矛
盾和需求， 满足了社区需求，那
么其推广起来会比较顺畅，也能
够得到社区及政府层面的认可。
不过，虽然国家层面逐步重视社
区基金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发
挥的作用，其发展还是面临很多
挑战。

章嵘谈道：“社区基金会其
实就是一个载体，在参与社区治
理的过程中，我们对于本地社区
的理解、 实践经验积累是否足
够， 是否能够探索出一个有效
的本土化的路径， 对于很多社
区基金会来说都还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另外，如何充分调动本
地力量和本地社区资源， 也是
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这考
验的是我们的社区工作是不是
做得足够扎实，居民是会用脚投
票的，如果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和
信任，就需要耐心的陪伴和良好

的项目设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
命题。 ”

在王衍臻看来，社区基金会
在解决社区问题中确实能发挥
一定作用。王衍臻曾经在街道工
作数年， 对于社区治理和发展
问题非常熟悉。“社区的基本职
能包括公共服务、公益服务、便
利化服务等， 社区在发展过程
中主要靠政府出资， 但在整合
社会资源和资本方面， 缺乏合
法的途径和平台， 特别是缺乏
公益慈善平台，而社区基金会的
成立恰好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
这样的平台。 ”

但他坦言，自己对思诚社区
基金会的发展并不是很满意。

思诚社区基金会成立于
2015 年，是北京市第一家社区基
金会，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
促进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
金会（深圳）、爱德基金会（南京）
共同出资发起成立， 注册资金
400 万元，出资单位/出资比例为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62.50%、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
促进会 25.00% 、 爱德基金会
12.50%，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提供
办公场所。

王衍臻表示，当时成立社区
基金会的初衷是为社区服务，因
为他们觉得社区需要这样一个
公益平台，社区也需要整合社会
资源， 把资源变成发展的资本。
但社区基金会在真正融入社区
治理、发挥其应有作用方面还不
够。 此外，基金会在调动社会资
源方面能力也还不足，社区居民
对社区基金会的认可度不高，而
政府部门的态度及相关政策对
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目前基金会处于人手匮乏
及资金压力两难境地。 我们采取
了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服
务社区， 一方面也要自己做项
目，服务和资助都要做。 对社区
治理而言，社区基金会能够提供
一个很好的平台， 但现实问题
是，社区基金会发展面临的堵点
太多，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不
能脱离实际，而应系统考量。 未
来，我们还是要强调社区公益服
务，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不断
拓展捐赠渠道。 ”王衍臻谈道。

《意见》提出，完善支持社区
服务业发展政策，采取项目示范
等方式， 实施政府购买社区服
务，鼓励社区服务机构与市场主
体、社会力量合作。 从现有案例
来看，依托社区公益平台，社区
基金会在动员社区企业、志愿者
及其他各方力量参与社区环境
治理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这一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陆
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陆家嘴社区基金会”）已有成功
探索。 街区更新是该基金会品牌
项目之一，项目以参与式社区规
划为理念， 通过微改造和微更
新，发动社区居民和企业及其他
志愿者力量，共同改善街区公共
空间，满足居民提高社区居住环

境的需求。
“跑道花园”是陆家嘴社区

基金会深度参与社区治理的一
个典型案例。 2016 年 3 月，上海
福山路一家健身房向陆家嘴街
道提出，希望利用门口的街道和
建筑后退空间建设健身步道，陆
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作为中间
人将其纳入了环梅园公园“翡翠
指环”整体改造方案中。

据介绍，健身步道推进主要
是以居委会、业委会为主体。 在
福山路城市更新项目参与式规
划沙龙上，陆家嘴社区基金会邀
请居民、设计师和专家对方案进
行讨论，由同济大学团队进行设
计，采取“政府出一点、众筹一
点、基金会筹一点”的资金筹措

办法，由商户承担部分跑道管理
维护的责任，组织各类健身主题
活动。

在该项目中，陆家嘴社区公
益基金会作为连接街镇、专业人
士、媒体、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桥
梁，推动了整个项目的进展。 跑
道长 70 米， 跑道上还画了一个
个小方格，作为儿童“跳房子”的
游戏区，跑道一侧还摆放了长凳
供行人休息。 经过精心设计，该
跑道集运动、游戏、休憩等功能
为一体，改造也得到了社区居民
的支持和肯定。

与之类似，在参与社区治理
及环境提升方面，深圳市南山区
蛇口社区基金会（以下简称“蛇
口社区基金会”） 也有一些成功

的探索。
2020 年 6 月，深圳市南山区

城管和蛇口社区基金会选择四
海路和工业八路路口西北角的
闲置绿地，计划建造社区共建花
园，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绿色的
公共活动空间。 讨论方案的过程
中，四海社区提出要为孩子们打
造一个可以放心玩耍的花园。

考虑到这个问题，基金会方
面邀请了当地中学师生参与设
计工作坊，并聘请了专业的景观
设计师团队提供专业指导。 在导
师指导下， 学生们分组讨论，查
找资料， 并对社区居民进行调
研，了解居民的实际需求。 花园
设计稿确定后，学生们和社区居
民共同开展了花园共建活动。

此外， 为赋能社区居民，培
育社区自组织，蛇口社区基金会
还发起了“社区种子计划”，聘请
具有丰富社区营造经验的专家，
为社区居民提供线上线下专业
培训，在真实社区环境中赋能社
区居民，让他们能够自信、从容、
有创意地激活社区自组织，同时
组织一些可持续的社区活动。

易善数据近期发布的《中国
社区基金会数据报告》 显示，从
2009 至 2019 年社区基金会的收
入情况来看，政府补助收入占比
约 20%。 由此可见，政府与社区
基金会互动密切，支持力度较为
乐观。 可以说，在营造基层治理
良好氛围方面，社区基金会发挥
了积极作用。

■ 本报记者 皮磊

有效链接社会资源与社区需求

事实上， 除了参与社区治
理，社区基金会近年来在推动公
益行业建设及人才培养等方面
也做出了很多有益尝试。

2009 年，成立不久的千禾社
区基金会就设立了“千禾学人基
金”，通过培训、游学、论坛、沙
龙、导师制等方式，根据扎根社
区的公益人不同成长阶段，提供
不同阶段的公益教育。 章嵘谈
道，“育人为本”“支持人的成长”
是千禾始终坚持的理念和使命。

2017 年，千禾社区基金会与
广州市慈善会、广州市公益慈善
联合会、广州公益慈善书院等合
作，为慈善领域从业人员、商界、
媒体、教育、政府、法律等各界具
有公益慈善理想和志趣的人员

研发公益慈善领军人才研修班
课程，培养既具国际视野又扎根
社区，兼具人文关怀与战略思维
的新时代公益慈善领军人才。

为更好地推动社区基金会
发展，千禾社区基金会还联合南
都公益基金会、正荣公益基金会
和成都锦基金等机构发起“禾平
台”， 通过提供非限定经费和社
区基金会领导型人才培养等方
式， 推动社区基金会专业化发
展。 对一些初创期的社区基金会
或小型的社区基金会来说，“禾
平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
们快速成长。

章嵘表示，千禾社区基金会
认为社区公益的发展与进步，不
仅需要依靠有公益理想与人文

情怀、有行动力、好学开放的仁
人志士加入，更需要依靠众多扎
根社区，有着社区为本理念的一
线行动者成长来推动。

在她看来， 这些行动者可
能就在公益慈善领域中或者跨
界行业之外， 也可能低调地耕
耘于日常朴实的公益行动之
中。“千禾社区基金会通过组
织、合作、资助等方式，推动开
展系列社区领导力课程、 社区
发展议题学习、 经验梳理与研
究及搭建交流网络， 支持了数
十家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团体、
数千个积极居民成长和实践，
共同建设可持续的社区。 ”

在北京，北京市思诚社区公
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思诚社区

基金会”） 开发了社区公益服务
时间银行平台。 该平台基于互联
网技术，通过商城、时间储蓄、兑
换、激励等机制，将社区资源有
机结合起来，以时间存储交换为
核心， 通过第三方时间存管平
台，探索创新并实践基于公益类
银行账户体系的线上线下一体
化社会服务新模式。

据思诚社区基金会秘书长
王衍臻介绍，时间银行平台主打
志愿服务， 培育社区志愿者、社
区社会组织。“因为很多社区社
会组织都是自发成立的，不太规
范，我们希望对其进行规范和资
助，加强其内部建设。 ”

该模式首先在朝阳门街道
新鲜社区试行。 2020 年 4 月，新

鲜社区志愿者团队入驻时间银
行平台，开始进行“信息化、智
能化”团队管理升级，运用平台
继续为社区居民提供志愿服
务，积攒时间币，兑换服务和物
品，并对志愿者进行自主激励，
让志愿者们也感受到了被服务
的感觉。

“思诚社区基金会和街道社
会工作联合会通过‘双轮驱动’
的工作模式，在资金及项目管理
上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支持，通
过开展社区公益微创投大赛，培
养社区公益人才。 另外，作为社
区基金会，我们非常重视专业建
设， 也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培
养社区工作者，开展社区工作者
能力建设。 ”王衍臻谈道。

� �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打造的“小禾的家”，为城市流动儿童提供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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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如何破局是一大挑战

易善数据发布的《中国社区基金会数据报告》显示的社区基金会年度收支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