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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会、教育部门被处理，强迫捐赠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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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底， 两条关于强迫捐
赠被处理的消息引起笔者关注。
一个是要求教师捐款改造操场
被调查处理， 一个是 99 公益日
期间慈善会被投诉强迫捐赠。

前者发生在河北省。 定州
市明月店镇中心校为缓解土
质运动场改造资金紧张和筹
资困难问题，要求广大教职工
捐款。 定州市陈先生通过国务
院“互联网+督查”平台进行了
反映， 国办督查室收到留言
后，经初步核实，转河北省政
府核查办理。

河北省政府安排省政府督
查室派员赴定州市进行核查，

情况属实， 包括明月店镇在内
的七个乡镇中心校组织了教职
工捐款。 经督促，定州市制止和
纠正了有关中小学（幼儿园）组
织教职工捐款的行为， 责令七
个中心校将收到的 27.05 万元
捐款全额退还给 118 所学校
（幼儿园）、1426 名捐款教职工
本人。

后者发生在腾讯公益平台。
腾讯公益和方德瑞信联合发布
的《2022 年 99 公益日筹款数据
盘点（整合版）》显示，99 公益日
（9 月 1-9 日） 收到的投诉中
83%是“强制捐赠、逼捐、摊派”，
其中为注明投诉机构信息的

55%，指向慈善会体系组织占比
29%， 基金会占比 11%。 区域场
投诉对象主要是当地慈善会及
行政体系， 共计有 10 个项目根
据慈善会合作伙伴意见作出项
目下线、罚没配捐等处理。

捐赠必须基于自愿， 捐不
捐、 捐多少都要自主决定———
这本应该是常识。 但在现实生
活中， 因为没有合适的申诉渠
道和强有力的处理措施， 常识
往往无法落地。 面对强迫捐赠，
大家只能无奈地给钱了事。 而
上述两件事的处理， 可以说为
应对强捐、逼捐、摊派提供了有
效并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申诉渠道方面，国务院“互
联网+督查”平台由国务院办公
厅设立， 通过中国政府网可以
直接进入。 平台设有人民群众
反映问题通道， 可以通过留言
反映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单位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
索———基层的呼声可以直接传
递到中央政府。

与往年相比，2022 年度腾
讯公益平台展现出了更主动地
维护筹款伦理的积极态度 。
《2022 年 99 公益日筹款数据盘

点（整合版）》 显示，99 期间接
收的公众反馈来自腾讯公益平
台投诉邮箱、公众反馈问卷、互
联网公众监督邮箱以及相关媒
体渠道———公众的意见被通过
多元渠道收集。

申诉处理方面， 国务院办
公厅会对收到的问题线索和意
见建议进行汇总整理， 督促有
关地方、部门处理，对企业和群
众反映强烈、 带有普遍性的重
要问题线索， 将由国务院办公
厅督查室直接派员进行督查。

明月店镇要求教师捐款问
题的处理， 就是国办督查室转
河北省政府， 再由河北省政府
安排省政府督查室派员赴定州
市进行核查———层层督办保证
事情不会不了了之。

腾讯公益除了常规的公布
邮箱接收投诉的措施，2022 年
度首次联合行业机构建立及
时响应机制， 直面公众投诉，
鼓励公众参与监督。 《2022 年
99 公益日筹款数据盘点（整合
版）》显示，机构进行自查并进
行反馈 ， 平均回复时速在 24
小时之内。

处理力度方面，经督促，定

州市不仅责令将收到的 27.05
万元捐款全额退还， 市教育局
第一时间公开发布通知， 严禁
各级各类学校以任何名义组织
教职工捐款。

因为被投诉“强制捐赠、逼
捐、 摊派”，99 公益日期间，10
个项目根据慈善会合作伙伴意
见作出项目下线、 罚没配捐等
处理。

不仅强制捐赠的行为被制
止，捐款被退还，特别值得关注
的是，整个过程都被公开，让强
迫捐赠无所遁形， 无法被悄悄
处理。

10 月 28 日，2022 年 99 公
益日筹款数据盘点（整合版）发
布，“99 公益日公众投诉途径与
焦点”是六项主要内容之一。

10 月 31 日，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在督查回声栏目
公布了“定州市群众反映当地
乡镇中心校要求教师捐款改造
操场”的处理结果。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明
确的反馈渠道、 严格的核查流
程、强大的处理力度、及时的公
开曝光， 为公众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强迫捐赠可以休矣！

济南善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历下区龙洞社工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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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助推社区治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如何联动多元主体参与社
区建设与服务？ 如何促进多元主
体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如何满
足社区需求，有效供给社区公共
服务？ 近年来，各地充分发挥社
会工作专业优势，推进“五社联
动”机制建设，依托社工站、社会
工作者等各方力量，开创了社区
治理新格局。

如，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龙洞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龙洞
街道社工站作为基层民政的服
务枢纽，建立了龙洞街道社区治
理智库平台，多措并举助推社区
治理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所探
索的具体路径和方式方法取得
了较好效果。

广聚人才
社区治理共同体得以构建

辖区“三高”群体聚集，以高
知识分子、高收入、高层领导群
体为主， 聚集着一大批专业人
才、社区精英和离退休干部。 社
工站广泛吸纳社会工作专家、公
共政策研究专家、 心理咨询师、
优秀社区书记、专业律师、物业
管理人员、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

等群体加入社区治理智库。
以“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寻

访辖区能人：一方面，通过各社区
推荐、 驻站社工对接沟通及征求
意愿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运用
公众号、 社工站美篇等形式制作
智库专家招募函， 面向龙洞街道
辖区内市民广泛发布。 诚邀了解
基层、 贴近民生的社区精英和专
业人才， 申请人可填写专家信息
表提交相关材料， 由龙洞街道社
工站汇总、龙洞街道社事科审核。

社工站作为资源链接方畅
通在地专家的社区参与途径和
方式，利用现有和潜在的在地专
家组成智库，促进在地专家传授
经验、互相支持，激发内生动力，
善用社区资源， 满足社区需要，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目前，社
工站已招募在地的社区精英和
专业人才 15 人，涉及个案辅导、
心理咨询、社会服务规划、社区
志愿服务、文化养老、历奇教育、
法律事务、 物业管理等领域，使
其在社区治理平台上发挥专业
价值，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
基层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大局，持
续强化基层社区治理的人才支
撑和专业支撑。

机制建设
促进社区治理智库有章可循

龙洞街道社区治理智库平
台作为提升多元参与社区治理
的有效载体，推进“五社联动”，
动员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社区
治理，促进各类社区治理项目提
质增效，切实做好民政惠民政策
落实和兜底服务保障。

在该联动机制中， 智库建立
多方联席会议制度， 完善多元主
体协商沟通、合作协同的机制。其
中，联席会议由街道社事科主持，
共同研究解决社区治理中正在发
生的难点堵点问题， 每月邀请智
库专家、 社区书记及驻站社工召
开“书记沙龙”座谈会，互相沟通
现有工作中共性难题的处理办
法，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该机制为智库专家以在地
居民的视角与基层政府、社会组
织等治理参与方开辟了沟通渠
道，同时为社区书记提供社区治
理案例分析、 社会资源整合、工
作压力疏导等多方面的支持，增
强其在调度动员社区治理人才、
提升社区治理工作实效的能力。

赋能培力
助力社区治理与服务深耕

赋能培力是提升社区工作
者、社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
人才建设、项目建设和能力建设
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方面，社工站通过智库专
家对社区工作者进行“从理论到
实务”的常态化支持，提升社区
工作者服务能力，特别是为快速
建立关系技巧、 情绪安抚技巧、
社会服务项目的设计与规划等
提供专业支持，拓宽了社区工作
者服务视野和工作思维，提高了
其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 社工站通过孵化
支持、培训赋能等多样化方式，从
需求评估、 项目设计、 实施与监
测、 成效评估等方面为社区志愿
者、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围绕
居民利益需求， 着力培育和发展

在社区居委会登记备案的社会组
织， 提供更加适合居民需求的服
务，从而承担社区治理责任。

行动研究
提高社区服务精细化程度

为有效带动各类人才就地
参与社区治理工作，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和社会服务水平，智库专
家积极参与社区实践和行动研
究，提高了社区服务的精细化可
视化程度。

此外，社工站组织召开专题
总结会议，评选“优秀社区治理
项目”“志愿服务明星”， 广泛征
求接受服务的居民意见和建议，
全面查找问题。 智库专家研究提
出有效措施， 切实解决实际问
题，让辖区居民享受更多改革红
利， 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助推龙洞街道社
区治理高质量发展。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由过去单中心的政府主导逐渐向政府
引导、社会多元共治转变。 建设符合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社区治理体系，需要

各方面社区治理主体在实践中构建新时代社区治理体系、机制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