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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反思一： 与青年群体日
益增长的多元化、 复杂化和个性
化的服务需求相比， 当前北京市
青年社会组织存量较为有限，增
速较为缓慢， 品牌性青年社会组
织较少， 已有青年社会组织生存
与发展艰难。 相较以往，近三年增
速有所提升，但是依然很缓慢。 青
年社会组织发展仍处于初级阶
段， 也是最需要扶持和支持的时
期， 但是当其发展遇到一定困境
时，来自外部的支持相对较少，制
约了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策建议：这种强烈的反差
提醒我们，应高度重视青年社会
组织的发展并在顶层制度设计、
体制机制优化上做出突破，为其
营造相对宽松、全面友好的支持
性发展环境，促使其有序有效地
参与首都青年工作、助力共青团
改革。 具体来说，应从以下方面
下足功夫：一是高标准 、高站位
地进行和完成青年社会组织的
专门政策制度，让青年社会组织
的发展有专门政策的支持和保
障；二是建立起以共青团为牵头
单位，组织部门、民政部门、财政
部门 、税务部门 、发改委等多部
门参与的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联
动协作机制，凝聚保障青年社会
组织发展和作用发挥的行政力
量；三是积极引导有志青年和社
会创业者，投身到青年公益事业
和青年社会组织发展中来，增强
青年工作和共青团工作中“社会
协同 ”的力量和机制 ，不断借助
社会力量助力青年工作高质量
发展。

问题反思二： 较多青年社会
组织还处于相对艰难的发展早
期，受限于专业人员少、队伍稳定
性不足、 缺少品牌项目等方面的
不足， 使得其生存与发展能力显

得不足，整体上的发展合力不足，
亟需更多的陪伴、培育和支持。

对策建议：应根据青年流向
分布的新变化，在青年流出和流
入的重点领域，进一步培育好青
年社会组织，扩大共青团对青年
社会组织的组织覆盖 、 工作覆
盖、舆论覆盖和阵地覆盖。 整体
上 ， 可重点在如下方面做出努
力：一是全面建立各级青年社会
组织支持型、枢纽型平台或孵化
基地，强化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联
系、引导、服务和支持，以购买项
目 、培训增能 、研讨交流和联席
会议等为依托，最大限度地联系
和吸纳青年社会组织加入其中，
并建立经常性联系制度，在强化
党政部门和共青团对青年社会
组织的联系和引导的同时，以点
带面地推动青年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 ；二是积极响应 “社会治
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的要求，依
托青年社会组织支持平台或孵
化基地，做好街道和社区层面的
站点布局，将青年社会组织的触
角进一步向下延伸，延展青年工
作和共青团工作的服务力量；三
是根据区域特点和青年服务需
求， 进一步拓宽组织培育方向，
重点加大基层治理类、青年服务
类、公益慈善类等青年社会组织
培育力度；四是设立青年社会组
织人才系列培训工程，针对青年
社会组织不同层次人员开展系
列、系统、讲求实效的专业培训，
提升其发展能力。

问题反思三： 人才不足且流
失率高是青年社会组织最大痛
点， 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人才梯
队“养护”是当务之急。 总体上，社
会组织领域薪资报酬相对偏低，
甚至有从业者缺乏“五险一金”等
基本社会保障。 青年社会组织从

业者呈现出 “短时为主， 长期较
少” 的状态， 反映了其稳定性较
弱， 致使大量优秀人才不愿投身
到社会组织领域工作， 人才流失
率较高、人员流动性较强。

对策建议：人才是青年工作
发展的根本，也是青年社会组织
发展的根本，因此人才队伍建设
至关重要。 但是，青年社会组织
的人才来源渠道匮乏 、 体量有
限，一直都是束缚其持续发展的
最大瓶颈之一。这一问题是社会
公益和社会组织领域的普遍性
问题， 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
要加以解决则需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做出努力：一是通过制度建
设、购买服务等多元手段提升青
年社会组织从业者的职业保障
和发展空间，让投身社会组织和
公益事业的从业者安心投身工
作并留得下来、 发展得下去，建
立一支党和政府放心、共青团认
可和青年满意的青年社会组织
人才队伍；二是有意识地发掘一
批政治觉悟高、 专业造诣深、群
体代表性强和社会影响力大的
青年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并为其
进入各级人大 、政协 、青联等创
造机会，通过高级别的议事协商
机制破解发展难题，也以此提升
其发展视野；三是逐步建立起青
年社会组织人才梯队，培养一批
组织运营与管理人才、青年服务
实务人才，在打通青年社会组织
人才职业晋升通道的同时，完善
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结构。

问题反思四：青年社会组织
资金来源单一且缺少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生存艰难。当前，组织
生存和资金筹集是青年社会组
织的首要问题，具体表现为资金
来源渠道较狭窄、政府购买资金
支持力度有限且往往出现滞后
拨款问题，这些情况也影响着青
年社会组织发展及其作用发挥。

对策建议：一是青年社会组
织应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主
动寻找多元化的合作伙伴、资金
来源 ，包括政府部门、公益基金
会 、企业和众筹等 ，实施资金来
源的多元化策略，注重整合和活
化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源；二是共
青团应联合财政、民政等相关部
门，通过制度建设等形式加大政
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的支
持力度、稳定性和持续性 ，要充
分考虑青年社会组织自身生存
与发展所需要的成本，充分发挥
其突出优势助力青年工作；三是
支持和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借助
有资质的互联网筹款平台和公
募基金会进行公开募捐，与本领
域公益基金会合作设立专项公
益基金等不同方式，积极拓展和
整合社会资源；四是目前绝大部
分青年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
业单位 ，具有非营利性 ，按照法
律法规规定 ， 非营利的本意是
“可以营利，但收入不能分红，继
续用于社会公益服务”， 因此应
支持青年社会组织针对适合的
有支付能力的服务对象开展适
度收费服务，在法律法规框架内
探索自我造血之路。

问题反思五：较多青年社会
组织尚处发展艰难时期，也恰恰
是团队文化建设的重要时期。但
是，目前大多数青年社会组织往
往忽略了组织文化建设，发展愿
景、服务宗旨和组织章程缺少实
际价值，这往往是后续发展不足
的重要根源。

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讲，青
年社会组织内部建设尤其组织
文化的建设是其持续发展的灵
魂。发展愿景、宗旨、章程和内部
制度及团队成员间的关系等都
是组织文化的重要构成。组织文
化的构建和深化既需要定期的
团队建设，动态化地强化组织使

命和愿景，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
注重团队文化和人性化管理，将
外部经验和自我发展有效对接，
构建以人才培养和组织发展为
核心的能力建设体系，凝聚团队
力量。同时，在组织架构中，应充
分重视理事会和监事会的建设，
它们是机构的最高决策层，因此
其成员不只对该机构负责，更应
充分履行法律赋予他们的责任
及其自身的社会责任 。 总而言
之，应注重引导组织软实力的打
造和升级，加大青年社会组织内
涵建设。

问题反思六：当前青年社会
组织存量有限，整体影像还显得
不够清晰。青年社会组织各自服
务能力、组织治理水平等参差不
齐，彼此间缺少联动、合作。市区
两级尤其区级行业组织发展严
重不足。青少年社会服务行业自
律建设、标准建设滞后。 整体而
言，青年社会组织行业发展整体
不足。

对策建议：逐步建立起以市
区街三级青年社会服务行业组
织为枢纽的青年社会组织体系，
并以此推动青年社会组织和青
年社会服务行业发展。具体可从
以下几点加以推动：一是全面搭
建市区两级青年社会服务行业
组织， 并切实发挥起作为枢纽
型平台的支持性作用 ； 二是以
枢纽平台凝聚青年社会组织 ，
通过联席联动机制增强青年社
会组织发展合力 、服务合力 ，加
强行业自律和行业规范 ， 更好
地呈现青年社会组织的整体影
像；三是整合市标准化机构 、高
校、 科研机构以及市级品牌青
年社会组织等专业力量 ， 推动
青年社会组织和青年社会服务
规范化建设 ， 推动青年社会组
织 、 青年公益服务和青少年社
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破解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六个思考

益言堂

� � 青年社会组织是共青团组织工作和联系服务引导青年的新载体和重要力量，在满足青年群
体服务需求、整合社会资源助力青年发展、引导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 因此，发展青年社会组织既有助于推动共青团改革，也有利于延展青年工作力量。 青年社会组
织在不断发展中彰显着社会力量所特有的青春活力和灵活性，同时也面临着不少困境挑战。对此，
本文以北京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状况为例，从整体发展、体系建设、人才队伍、资金来源、内部治理、
行业发展等六大方面梳理了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