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上海在国内率先开始探索社区基金会。
2015 年，出台了《上海社区基金会建设指

引（试行）》，明确了社区基金会设立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要求。作
为立足于社区的爱心平台， 社区基金会有效整合社区资源、激
发多元主体参与，日益成为社区自治共治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 ，长宁区积极推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 2017 年 ，
长宁区第一家社区基金会———上海市长宁区新华基金会成
立 ；2021 年上半年 ， 长宁区实现了 10 个街镇社区基金会的
全覆盖 。

地方动态

江西：
推进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近日， 江西省民政厅会同
江西省委组织部、 江西省委宣
传部、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乡镇（街
道）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要求发展壮大乡镇（街道）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 逐步构建县
（市、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村
（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点三级联
动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到
2023 年，县（市、区）建立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乡镇（街道）有社

会工作服务站，村（社区）有社
会工作者提供服务， 基层社会
工作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社会
工作的作用得到更加充分发
挥， 社会工作者地位得到普遍
认可。《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
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建设
社会工作服务站点， 推行政府
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提高基层
专业服务供给能力， 充实社会
工作服务内容， 推动“五社联
动”开展服务，落实社会工作人
才薪酬保障，将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县级
人才工作述职内容。

（据江西省民政厅）

内蒙古：
积极构建低收入人口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持续
构建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社会救
助体系，建立健全低收入人口动
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
切实织密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底线。

探索推进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机制建设。 将城乡低保对
象、城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
口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
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
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
支出型贫困人口， 全部纳入到
低收入人口范围， 健全预警机
制，实施精准帮扶。

推动构建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信息平台。 目前初步涵盖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易致
贫返贫人口、 支出型困难人口
救助对象等 19 类数据信息，共
摸排纳入低收入人口 254.4 万
人次。

切实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底线。 推动实施低收入
人口常态化救助帮扶适度扩大
保障范围，完善特困人员认定办
法。 截至 7 月底，全区共保障城
乡低保对象 162.4 万人，城乡特
困人员 9.6 万人；累计实施临时
救助 10.01 万人次，支出临时救
助金 1.41 亿元。

（据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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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
通过社区基金会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

近日， 安徽省民政厅印发
《关于落实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照
护责任的意见》， 加快建立委托
照护监督长效机制，组织儿童督
导员和儿童主任开展农村留守
儿童走访排查，目前已累计排查
4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均已落实
被委托人。围绕农村留守儿童安
全、心理以及发展方面的现实需
求，安徽省民政厅实施政府购买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项目 98
个，投入资金超过 3500万元。 以

项目为带动，全省累计孵化培育
儿童类专门社会组织 182家。 聚
焦《未成年人保护法》，安徽省民
政厅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宣传月”“政策宣讲进村（居）”
等活动，加强暑期防溺水、用电
等方面的安全教育，引导农村留
守儿童父母及被委托人增强法
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截至目前，
全省已累计开展宣讲 1.35 万场
次，服务 55.8万人次。

（据安徽省民政厅）

安徽：
切实加强暑期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社区基金会钱从何来？

除了注册资金部分由政府
拨款，长宁区的社区基金会募集
的资金来源于属地企业和居民，
其中又以属地企业为主。

程家桥社区基金会的有关
工作人员说：“除了街道自身造
血， 我们还积极引入辖区企业，
参与到社区基金会中来。 一方
面，社区的公益项目、自治项目
要‘拿得出手’；另一方面，企业、
商户参与社区治理，让居民受益
的同时，也是创造良好的商居共
赢模式。 ”

长宁区民政局表示：“社区
基金会除了可以转接企业捐款，
其实也接受个人捐赠，还可以根
据捐赠人的要求签订书面捐赠
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使用受赠
财产。 个人捐款还能抵扣个人所
得税。 今后，我们将探索更为宽
松的捐款环境， 简化相关流程，
让社区基金会的资金能产生好
的效益。 ”

社区基金会不仅需要政府
“扶一把、推一把”，还要倡导社
区基金会运作体现“自治”。 社区
基金会找到适合自己社区的项
目，通过筹款、项目实施等，加深
公众对社区基金会的了解，从而
提高专业度和人员配置，也为社
区基金会的资金来源畅通更加
广泛的渠道。

社区基金会钱花哪去？

2020 年， 长宁区社区基金
会致力于社区防疫、社区治理、
困难群体帮扶、精准扶贫等 22
个项目，项目资金达 235.37 万
元。 据了解，长宁各社区基金
会“取之于社区、 用之于社
区”，立足于街道自身特色，挖
掘居民的真正需求， 做出了一
定的成绩：

新华社区基金会 2017-2020
年， 共筹集捐赠款 160 万元，资
助实施社区公益项目 21 个；

江苏社区基金会每年 20
万元专项用于帮助辖区内的困
难群体开展助学、助医、助困等
活动；

华阳社区基金会开展“红河
蓝天筑梦计划”云南红河空乘定
制班学生爱心助餐、金平县功能
教室爱心援建和铜厂乡户厕改
造等项目；

周家桥社区基金会以“圆梦
四季”为主题，围绕微公益、微服
务、微更新，以社区公益枢纽的
角色促进社区资源的再流动，提
高居民福祉，解决社会问题。 推
进社区治理建设、温暖社区每个
家庭；

天山社区基金会对口支援
云南， 与长宁区社区学院签订
捐赠协议与 18 名云南学生结
对助学；

仙霞社区基金会开展“请你
来开店”公益大赛等助力青年就
业创业；

虹桥社区基金会发起了虹
桥时尚创意产业发展、黄金城道
步行街街区治理等公益项目；

程家桥社区基金会正大力
推进加装电梯、云南绿春精准扶
贫、新基建智慧生活等项目；

北新泾社区基金会为
电梯轿厢监控安装智能系
统， 防范电瓶车进楼上楼，
杜绝居民楼里的电动车安
全隐患；

新泾社区基金会整合社
区资源， 促进新泾社区慈善
公益事业发展， 开创服务社
区民生的项目。

社区基金会发挥的作用

相比大而全的传统公益
模式， 社区基金会的规模虽
然不大， 但业务已涵盖了慈
善救助、扶贫帮困、帮教助学
等公益活动以及资助社区公
益组织、 公益项目、 公益活
动、 社区自治共治项目等方
方面面。

新华路街道的敬老邨改
造更新项目就是一个缩影。

建成于 1948 年的敬老
邨老式里弄存在“小、 散、
乱”的现象，社区内公共空
间相对分散，还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改善居住环境成
了小区居民们的“头等大
事”， 改造项目的资金缺口
成了瓶颈问题。 2018 年，新
华社区基金会启动了敬老
邨孝亲敬老文化村建设项
目， 投入资金 9 万余元，又
整合适老化改造资金、自治
项目资金等资源，并搭建平
台吸引居民和专业社会组
织参与。 在社区基金会的支
持下，现在的敬老邨，楼道
变得明亮宽敞，屋顶的“阳

光花园”设置了休息区、活动区、
种植区和晾晒区，让居民们拥有
了独属的社交角落，成为了适老
化改造社区的典范。

作为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
基层建设的特殊引擎， 长宁区
将继续发挥社区基金会作用，
协调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

织等多元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积极发掘社区能人， 为社区公
益服务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助
力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同时，积
极弘扬公益文化， 增进社区居
民对公益的了解和支持， 探索
一条社区治理新路径。
（据微信公众号“沪上社会组织”）

敬老邨的居民在改造后的露台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