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官
网消息，今年以来，铜陵市民政
局以社区社会组织观察点建设
为契机，积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 截至目前，铜陵市已
组建社区社会组织 1934 个，其
中登记制 127 个、 备案制 1807
个；省市级观察点 20 个，其中省
级 8 个。

铜陵市民政局通过项目化
运作，持续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
展。 如，通过实施第八届社会组
织微公益项目创投暨社区社会
组织观察点建设活动，指导社区
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策划并
实施微项目 20 个。其中，部分社
区还设立了自治创投金，每年筹
集创投专项经费，助力“草根”社
会组织发展壮大。

此外，铜陵市民政局还为社
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专业化支
持。 民政部门积极推进 36 个乡
镇（办）社工站建设，构建市、县
（区）、乡镇（办）、村（社区）四级
社会工作服务网络，鼓励城乡社
区资源共享，为社区社会组织发
展提供场地和人才支持； 对 20
个社区社会组织观察点建设项
目采取第三方机构跟踪督导和

绩效评估，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
陪伴式引导支持。

在作用发挥方面，铜陵市民
政局积极推动市、县区、乡镇（社
区）联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聚
焦社区治理、邻里守望、社区社
会组织提质增能等领域深耕服
务，推动解决社区问题和居民需
求。 此外，铜陵市民政局还支持
社区社会组织打造服务品牌，支
持其实现品牌化发展。

据记者了解，不仅是安徽铜
陵，全国多地也在尝试通过建设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观察点
的方式，大力推进社区社会组织
发展。

如，2022 年 6 月， 苏州市民
政局在经过推荐申报及实地考
察后，确定在张家港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杨舍镇）等 15 个地区设
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观察
点，通过对这些观察点的观察研

究，及时总结典型做法和先进经
验，发现解决培育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为全市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工作提供有益经验，推
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彰显实效。

公开报道显示，苏州此次设
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观
察点， 观察时间为 2022 年至
2025 年， 观察内容包括培育发
展、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规范管
理、经验总结等方面。

2021 年 4 月， 陕西省民政
厅正式制定印发《陕西省培育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2021—2023 年）》（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指导全省社
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实
施方案》明确，全省培育发展社
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从 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 分为
培育发展、能力提升、示范引领

三个阶段。
其中， 培育发展阶段时间

集中在 2021 年，主要任务是制
定培育发展规划以及社区社会
组织登记备案工作规程， 完善
培育发展机制， 落实培育发展
资金， 建设社区社会组织支持
平台 ， 并在全省选取 60 个县
（区）作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观察点。 能力提升阶段时间
集中在 2022 年，主要任务是实
施能力提升计划和作用发挥计
划，并从观察点中遴选 30 个示
范县（区），在政策、资金等方面
优先给予指导和支持。 示范引
领阶段时间集中在 2023 年，主
要任务是巩固、 提升前两年的
培育发展成果， 形成一批管理
运行规范、作用发挥明显、社会
影响力强的示范型社区社会组
织，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实
现社区治理服务以点带面，长

效发展。
事实上，近几年来各地都加

大了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力
度，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成为参与
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成
为社会共识。

2021 年，云南省民政厅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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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要求各
州（市）把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
展工作纳入城乡社区治理总体
布局。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专项
行动从 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12 月， 分为培育发展、 能力提
升、示范引领三个阶段。 培育发
展阶段选取昆明市、 曲靖市、玉
溪市、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作为全省
社区社会组织规范化、 专业化、
制度化、 支持平台建设的观察
点，发挥孵化培育、示范引领、协
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能
力提升阶段，昆明市、玉溪市等
观察点好的工作经验将向全省
其他市县扩展推广。示范引领阶
段将形成一批管理运行规范、作
用发挥明显、社会影响力强的示
范型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典型示
范引领作用，实现社区治理服务
以点带面，长效发展。

有专家指出，通过将观察点
建设成示范点，能够有针对性地
发现行业发展存在的共性和难
题，在理论研究、机制创新和政
策完善等方面取得突破，进而可
以以点带面，推广到整个行业发
展过程中。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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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探索设立社区社会组织观察点
为行业发展提供有益经验和借鉴

“县域社会组织已逐渐成
为中国公益领域重要的底部力
量， 而资金是县域社会组织在
发展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数
据显示，74%的县域社会组织面
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稳定的资
金来源； 近六成县域社会组织
持续通过互联网募捐平台进行
筹款，但只有 6.78%的机构有专
职筹款人员， 其中以机构负责
人负责筹款居多。 ”

近日，《县域社会组织互联
网筹款模式研究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发布，对我国县域社
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募
资难、 资源少等重点问题以及
如何进一步发挥县域社会组织
的底部力量和互联网募捐平台
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剖析。

据了解， 该报告是在腾讯
基金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
发起的“千百计划|百个项目资
助计划”支持下，由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联合北京七悦社会公

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七悦公
益”）、 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
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以下简
称“方德瑞信”）共同发起的县
域社会组织互联网筹款趋势分
析与模式研究项目。

报告指出，县域社会组织是
我国社会组织非常重要的组成
部分，也是创新社会力量培育的
重要阵地和解决基层社会问题
的重要力量。 互联网筹款的发
展，给县域社会组织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 报告也明确，资金
是目前县域社会组织在发展过
程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此次研究共获得 224 份样
本，其中有效问卷 202 份，报告
选取了 32 家县域社会组织及其
相关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
质性为主、量化为辅的研究方法
进行研究，并总结出三类县域社
会组织的发展形态，指出了当前
县域社会组织互联网筹款的挑
战及困境，总结了县域社会组织

的筹款模式和关键能力要素及
未来行动的方向性建议。

七悦公益项目官员许英对
报告进行了详细解读。 她指出，
县域社会组织存在“四圈层”筹
款模型。 其中，核心圈层是项目
团队和项目实施地，即筹款方或
运作方；第二圈层是项目兼职人
员和志愿者团队；第三圈层是基
于对公益本身理解而进行捐赠
的群体；第四圈层是非纯粹公益
动机而捐赠的群体。“不同圈层
之间捐赠参与程度是逐渐降低
的，公益带来的价值感和内在动
力可能也是越来越弱的。县域社
会组织的捐赠路径，主要从核心
圈层和第四圈层发出，从核心圈
层扩展出来或者从第四圈层深
入到项目核心。 ”

县域社会组织筹款如何
“破圈”？报告建议，县域社会组
织可以从“以项目为中心”和

“以调动捐赠人参与活动为中
心”两个筹款视角，基于自身的

情况设计筹款活动。“四圈层”
筹款模型同样适用于依托互联
网平台开展的线上线下筹款情
形，其核心更贴合于县域，尤其
是能够充分利用县域社会组织
的筹款优势。

报告指出，74%的县域社会
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稳
定的资金来源； 近六成的县域
社会组织持续通过互联网募捐
平台进行筹款，但只有 6.78%的
机构有专职筹款人员， 以机构
负责人负责筹款居多。

报告还分析了县域社会组
织存在的五个缺点及待提升空
间：一是缺乏相应视野，无法利
用好有限资源； 二是缺乏品牌
项目，忽视了筹款内功；三是停
留在第四圈层， 未意识到需要
改进； 四是互联网募捐平台渠
道不畅通，缺乏外部资源；五是
现代公益理念不足。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建议，
县域社会组织必须重点打磨自

身产品模式， 提升捐赠人对项
目的价值认可。 对于枢纽型机
构而言， 更应给予县域社会组
织相应的能力建设， 搭建共同
发展的平台，持续陪伴其成长。
此外，报告提出，支持县域社会
组织发展的基金会不妨以项目
形式支持县域社会组织专业能
力提升， 同时支持县域社会组
织筹款能力提升。

报告建议， 作为促进行业
发展重要因素的互联网募捐平
台， 可以将县域社会组织纳入
其服务视野， 汇集优秀的互联
网筹款案例， 形成相关技术支
持工具。 在推动行业基础设施
建设中， 广大研究者及实践者
应充分考虑县域的特点， 认识
县域公益的价值， 并予以持续
的关注。 此外，报告还提出，县
域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
部门的支持， 建议政府部门给
予县域社会组织更多发展空间
和时间。

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成最大挑战
县域社会组织互联网筹款应如何“破圈”？ ■ 本报记者 李庆

� � 2022 年暑假期间，
铜陵市会宫镇大学生志
愿者组织开 展阅 读 服
务。图片来源：铜陵市广
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依托自身专业优势， 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
尤其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

为其中的毛细血管， 社区社会组织在助推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
年来，全国多地不断探索新机制新模式，大力支持社区
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其中，探索设立社区社会组织观
察点是一个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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