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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行动方案出炉！
广州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再加码
� � 2020 年 12 月， 民政部办公
厅印发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专项行动方案 （2021 -2023
年）》，方案提出，从 2021 年起用
三年时间，通过实施社区社会组
织培育发展计划、 能力提升计
划、作用发挥计划以及规范管理
计划等四方面工作计划，开展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2021 年 5 月，广东省民政厅亦发
布了广东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
组织三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社区社会组织正获得社会
多方关注。

10 月 22 日， 记者从广州市
民政局官方网站了解到，为更好
地落实加快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发展工作，广州市民政局制定了
《广州市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
年）》（以下简称 《三年行动方
案》），共分总体目标、重点任务、
工作步骤及组织实施四大部分。

《三年行动方案》提出了从
2021 年起用三年时间，通过实施
一批项目计划和开展系列主题
活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建设
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得到充分发
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有
力支撑； 明确了 16 项工作内容
落实四大计划，包括通过明确方
案措施、建设支持平台、加强政
策扶持、补齐工作短板四项工作
来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计划； 通过培养一批骨干人才、
对接一批活动项目、提升专业服
务能力三项工作来实施社区社
会组织能力提升计划；通过组织
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开展“邻里守
望” 志愿服务、“共建共治共享”
社区协商、“平安建设” 社区治

理、“文化铸魂”精神文明创建以
及“助力乡村振兴”公益互助等
五项主题活动来实施社区社会
组织作用发挥计划；通过落实党
建责任、完善分类管理、规范内
部治理、建立评价体系等四项工
作来实施社区社会组织规范管

理计划。
《三年行动方案》解读指出，

此次实施方案针对社区社会组
织培育发展，结合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建设要求，实施社区社会
组织“安家”工程，明确 2021 年底
前，全市区级社会组织孵化培育

和活动场所覆盖率不低于 50%；
同时，结合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
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被确定为
全省社区社会组织示范点试点
单位，明确在专项行动实施的第
一阶段，支持白云区民政局加强
对试点单位规范化、 专业化、制
度化建设的指导与服务。

此外，结合广州市农村社区
实际，明确大力培育发展农村社
区社会组织，要求花都等五区至
少选取一个基础较好的农村社
区开展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发展试点；同时，在推动社区社
会组织发挥作用方面，按照巩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等工作要求，创新开展“助力乡
村振兴”主题公益互助活动。

在结合系统内部资源，提升
服务能力方面，此次实施方案明
确依托局系统内社会组织、慈
善、社工等业务线口培训平台和
机制，面向社区社会组织骨干人
才，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能力培
训；同时，在推进“五社联动”实
践的基础上， 通过公益创投、微
创投等形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
与依法登记社会组织“结对共
建”，发展品牌项目，推进社区社
会组织品牌建设。 明确到 2023
年，每个区培育品牌社区社会组
织数量和品牌项目数量分别不
低于三个。

（据《广州日报》）

（上接 10 版）

当前关于财富分配的话题
比较热。从理论上来讲，“分配”
是指资源的配置， 这是一个发
展的概念。 财富的第一次分配
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
分配； 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
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侧重公
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
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
分配； 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
推动下， 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
进行的分配。

问：企业及企业家的慈善捐
赠 ，如何做得更有效益 ，以实现
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大化？

阎爱民 ：第一，公益慈善行
为强调公信力，既有公开透明的
要求， 也有过程的效率要求；第
二，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他们
捐赠的目的是什么，必须严格遵
循，实现价值的对接；第三，社会
组织要做到管理有效，可以向营
利组织学习，尝试用企业的管理
方式来管理社会组织。 当然，社
会组织的价值理念也给了营利
组织很多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内
容，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

总体来看， 现代公益事业
并不推崇简单的对于财富进行

分配。 前不久中财办负责人在
国新办发布会也做了明确解
释，共同富裕是要靠奋斗的。 现
代公益事业是要按照最有社会
效益的方案来对捐赠财富进行
再分配。 捐赠不仅仅是解决社
会问题， 解决了需要帮助弱势
群体经济上的困难， 更重要的
是， 通过捐赠使财富积累的机
制仍然在良性运转。

长江商学院的行动与实践
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强调上
进之心和向善之心

问：我们知道你很早提出企
业家要 “完成从利己到利他、利
众生、利社会的升华”的理念，这
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是怎样的契
合？ 这一教育理念对长江商学院
校友有哪些推动？

阎爱民 ：我们经常讲，发展
是硬道理。 如果绝大部分个体
都能做到从利己到利他、 利众
生、利社会，相信社会发展的步
伐会逐渐加快。 无论是社会的
发展， 企业的发展、 个人的发
展，都是有阶段性的，不同阶段
的人会有不同的考量。 40 多年

以来， 第一代企业家都是过苦
日子过来的。 新一代的企业家，
包括我们长江商学院的学生，
再过 10 年、20 年， 都有可能完
成从利己到利他、利众生、利社
会的升华。 只要是一个善良的
人， 事业获得持续发展的过程
中，都会考虑财富的归宿。 所以
从利己到最终实现利社会应当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企业对社会有责任，社会对
企业也有责任。 社会对企业的责
任是， 要保护和支持那些向善
的、 有责任心的企业和企业家。
例如，那些诚实守信而又有责任
意识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我们会
不会优先购买？ 对于遵守社会规
则，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创
新， 不断给社会创造价值的企
业，要让他们多赢利。 这应该成
为一个正向循环。 这些企业所履
行的社会责任， 所做的社会贡
献，要使之成为他们业务模式和
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得到客户和
社会认可， 由此获得更多利润。
这样整个市场就会形成一个正
向的闭环，整个社会就会更加健
康和积极。

问：长江商学院一直重视社

会创新和公益，是商学院社会创
新的引领者，在新时代的背景之
下，长江商学院未来会继续推出
哪些具体措施？

阎爱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
题，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从长江商学院做公益
的角度，近年来，长江商学院配
合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 在甘
肃、江西、河北等地做了一些扶
贫的公益项目。 现在精准扶贫已
经取得决定性胜利，长江商学院
更多地在关注和讨论乡村振兴
的问题，例如我们和江西吉安讨
论革命老区的乡村振兴，号召我
们的校友积极参与，继续帮助革
命老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向全面
小康迈进。

第二，从学生教育的角度，
不仅仅是教他们捐钱、出力，同
时要教他们如何在企业主业上
下功夫， 让社会创新和公益成
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把
向善的力量融合进企业产品和
服务当中去。 例如现在政府提
出碳中和、碳达峰的政策，企业
参与减排的承诺与行动， 煤炭
等化石燃料的消耗就会受到规
范和限制， 企业通过创新的方

式填补新的市场需求， 就是在
引领社会创新。 再比如目前中
国电商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
阶段， 如何帮助偏远的农村地
区， 把当地的优质农产品以好
的价格售卖出来， 既让当地农
民获益， 也让消费者享用到更
优质的产品等。 每一个企业家
都应当思考在企业的主营业务
中有机嵌入公益和社会责任的
元素。 长江商学院的朱睿教授，
一直是学院社会创新研究的带
头人，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践
行动，她都推动了许多创新和发
展。 相信在新征程的道路上，长
江商学院将会涌现出越来越多
的教授关注共同富裕和社会创
新， 推动长江的社会创新和公
益事业进入下一个阶段。

长江商学院本身是一个非
营利的教育机构，我们自身就是
公益事业的实践者和受益者。 所
以我们更能感觉到一种责任，运
用我们的理念作为杠杆，发挥我
们对企业家校友企业影响力，使
我们的学生更有善心、 善能，拿
出更多的资源去帮助有需要的
人，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共
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