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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区治理

成都丽晶港首创“共担协商”工作模式

公益资讯 INFOS

为推动社区协商民主有效赋
能基层治理，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涌泉街道丽晶港社区首创“共担协
商”工作模式，推动社区治理“共商
共担、共治共担、共享共担”，以创
新行动打造“栋情邻里”，全民共同
缔造美好幸福生活。

党建引领“共担”
聚合多元参与协商

丽晶港社区以党组织为核
心，通过“社区大党委-小区党支
部-楼栋党小组-党员热心户”的
四级党组织架构， 发挥党组织

“核心”作用，形成了以社区党委
为核心，业主、物业、“双圈双创”
三类党支部为轴线， 社区居委
会、社区网格、楼栋自治委员会
三层自治主体，社会组织、社会
企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共建
的新型治理结构。 同时按照“社
区建立党委—分片建立支部-网
格建立党小组-楼栋建立自治委
员会”的组织架构，梳理业委会、
物业、楼栋长、党员等资源，组建
社区干部包楼栋， 党员代表、业

主代表、楼栋志愿者代表共同参
与的楼栋精细化自治体系，实现
“组织进楼、服务进户”，各类管
理服务在小区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动态延伸、全面覆盖，推动
“共担协商”落地落实。

制度固化“共担”
理顺协商内畅机制

丽晶港社区把基层协商民主
制度创新作为根本， 根据实际情
况建立了“四制度一机制”，让协
商民主有章可循。 一是楼栋评议
会制度， 评议小组成员由社区楼
栋居民代表组成，一般 10-15人，
主要对社区工作人员、 楼栋自组
织、楼栋活动、楼栋自治相关事宜
进行评议。二是楼栋听证会制度，
参加对象应当具有广泛性和代表
性，会议人数根据楼栋规模确定，
一般在 30名以内，凡是社区和楼
栋的重大事宜和涉及社区居民利
益的重大事宜， 实行民主决策前
应当举行民主听证会。 三是楼栋
协调会制度，由社区委员会、楼栋
自治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楼栋

骨干和居民群众参与， 主要对楼
栋重要活动、 重大事项和问题与
社区有关单位、居民进行协商。四
是楼栋议事会制度， 由社区居委
会成员、楼栋长、志愿者、社区社
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负
责人组成，一般 20 人以内，共同
商讨解决涉及和社区居民利益的
事项。 五是诉求响应机制， 通过
“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收集居
民诉求，采取“小事不出楼栋、大
事不出小区”的原则，合理解决居
民诉求。

平台支持“共担”
筛列优化协商议题

平台建设分为“线上”和“线
下”两种。“线上”平台建设主要包
括建立诉求网格化管理， 以 6 层
楼为标准，细分楼栋网格，建立网
格长管理制度， 开辟小晶视角专
栏，第一时间收集居民意见，畅通
民意诉求反映渠道。“线下”平台
建设主要包括建立以老党员工作
室、 微笑吧和陆露委员工作室的
诉求收集点， 搭建起了联系服务

居民的“连心桥”，设定每周星期
四为工作室陆露委员接待日，开
展多场生动的“小微协商”；在楼
栋大厅设置了诉求收集联络墙，
由楼栋自治委员会成员定期收集
楼栋议题，设立“楼栋议事日”，收
集和处理居民议题。

需求导向“共担”
激发协商内在动力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广泛深
刻展开调研，进一步摸清居民需
求。 构建全民联动平台，建立积
分管理制度，通过团队组织进行
表彰和激励， 以及微项目的认

领；居民通过参加联席会议的次
数和提出有效建议的次数来获
得积分。 通过智慧社区系统建立
社区信用积分平台，充分链接周
边的商家资源， 建立商居联盟，
将积分对应相应奖品、折扣或减
免物业费，激发更多的群众参与
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积极性。

通过创建“共担协商”社区
提案模式，丽晶港社区“小微协
商” 活力得以激发、“栋情邻里”
关系更加和谐、“民族融合”氛围
愈加营造，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在创新举措中一步步变
为现实。 （于俊如）

近日，2022“福特汽车环保奖”
年度获奖名单正式公布。盘锦市黑
嘴鸥保护协会荣获本年度“福特汽
车环保奖”， 另有七家环保社会组
织获得年度先锋奖。 此外，还有 10
个环保项目分别荣获生态旅游和
应对气候变化主题奖项。

自 2022年 5月启动以来，“福
特汽车环保奖”共收到了来自全国
近 200份有效申请提案，经过 5个
多月的评委评选及尽职调查，最终
评选出的获奖组织大多是地方枢
纽组织，为区域性环境议题做出了
贡献， 引领地区性组织共同成长。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因其常年
不懈坚持的保护工作及所取得的
突破性成果，而被评委会评定为年
度“福特汽车环保奖”。 评委们也对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对生态保
护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作为
国内成立最早的民间环保公益组
织之一，扎根当地 30余年，用心坚
守、专注专一，推动黑嘴鸥栖息地
保护，开展环境教育、培育和传播
生态文化，为珍稀鸟类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 ”

本年度， 针对全球日益关注
的气候变化挑战，“福特汽车环保
奖”特别设立“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奖”，鼓励在减缓、适应气候变化，
以及规模化的低碳生活方式中发
挥了实际作用的环保公益项目。
该奖项共收到 63 份有效申请，根
据申报提案所提及的项目成果，
申请项目累计取得减排成果约
2827 吨二氧化碳。 经过多轮评
选，“能耗双控与碳排放披露推
动”等五个项目最终获奖，体现了
环保社会组织在监督促进企业减
污降碳、 帮助农村社区提升气候

适应能力方面发挥的作用。
2022 年也是“生态旅游路线

奖”开展的第二年，继续挖掘和鼓
励在各类自然保护地开展的面向
公众的优秀生态旅游项目。 本年
度共收到 42 份有效申请，其中超
过六成的申报项目来自西南和西
北等生态系统多样、 民族文化独
特的地区。 经过多轮评委评选及
公众投票，“生命长青自然教育活
动”等五个项目最终获奖，均较好
结合了生态保护、 自然教育和社
区参与。 统计显示，五个获奖项目
自启动以来累计吸引 17 万余名
游客，为其提供自然体验等服务；
为社区带来超过 500 万元收入，
真正带动了当地社区经济发展。

自 2000 年在中国启动，“福
特汽车环保奖”已经连续 22 年支
持中国民间环保力量， 累计资助
超过 500 个优秀环保机构或项
目，总计授予奖金 3260 万元人民
币。 除了奖金支持，“福特汽车环
保奖” 从未停止对环保社会组织
能力提升的关注：2022 年，以新设
奖项生态旅游和气候变化为主
题， 共开展面向环保组织和公众
的七场线上公益培训， 参与者近
千人，满意度超过 91%，在环保与
公众之间架起了桥梁。

“回首福特百年历史，我们的
初心未曾改变，那就是‘创建一个
更美好世界，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出
行、追逐梦想’。 ”福特中国传播及
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杨美虹表示，
“福特不仅仅致力于践行公益项
目， 与中国民间环保力量同行，更
重要的是我们还将继续推动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社会和环境
做出积极的贡献。 ” （武胜男）

连续 22 年支持中国民间环保
“福特汽车环保奖”年度获奖名单公布� 近日， 蓝城兄弟旗下男性

健康服务平台荷尔健康正式推
出“0 点守护计划”， 保障全国
20 余个城市 HIV 阻断服务延
长至零点，为用户提供更便捷、
友好、隐私、专业的 HIV 预防药
品、 检测试剂和 HIV 预防咨询
等健康服务。

长期以来，HIV 高风险人
群普遍存在购药渠道受到限
制、用药时效难以保障、隐私保
护无法落实等问题。根据《中国
艾 滋 病 诊 疗 指 南 （2021 年
版）》， 尚未感染 HIV 的人群，
在暴露于高感染风险后， 应尽
早不超过 72 小时服用特定的
抗 HIV 药物，降低 HIV 的感染
风险。而传统医疗服务渠道，因
受到地域、 物流等多种因素限

制， 无法完全满足相关人群的
健康需求。

依托蓝城兄弟的互联网优
势和平台力量， 荷尔健康始终
针对细分人群的健康顾虑，优
化男性健康服务。 2020 年 3
月，荷尔健康的 HIV 阻断服务
正式升级为“防艾小蓝盒”，提
供包括风险评估、用药前检测、
2-12 小时极速达、阻断期医师
咨询等在内的各项服务。 2021
年 8 月， 荷尔健康关注到用户
用药的时效性问题， 正式启动

“小蓝盒百城防艾计划”， 至今
已在全国 70 余个城市实现
HIV 阻断药物的 2 小时极速
达。 此次“0 点守护计划”是对
HIV 阻断药物时效性的进一步
优化，将满足用户更灵活、便捷

的用药需求。
此外， 荷尔健康同时发起

“万份防艾礼包官方补贴”系列
公益行动。 通过专题活动页面，
用户可以参与领取由荷尔健康
提供的“防艾大礼包”，并获取
HIV 预防相关限时权益。

据了解， 为提高暴露前预
防（PrEP）的可及性，荷尔健康
参与了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发起的“HIV 暴露前预防模
式探索项目”，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的模式，在 24 个城市探索推
广 HIV 暴露前预防。 荷尔健康
先后与北京、天津、长春、南昌、
南京、武汉、重庆、郑州、贵阳、
成都、南宁、西安等城市进行沟
通与合作， 进行暴露前预防的
宣传推广工作。 （高文兴）

荷尔健康推出“0 点守护计划”

近日， 广东省三棵柚公益
基金会联合新药创始人俱乐部
携手相融资本、远想生物、领晟
医疗、心友协会、阳光协会、展
翔中心以及来自新药创始人俱
乐部等 30 余家爱心企业家和
科学家共同举办了“新药星盟·
点亮星空共同关爱星星家庭”
公益活动，通过跨界分享交流，
让更多不同行业的企业家、专
家了解孤独症群体的存在和困
境， 聚集更多爱心为“星星群
体”发声。

三棵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梁金花表示， 期待现场嘉宾畅
所欲言， 为孤独症群体建言献
策。 本次活动联合发起人曾宇

表示希望让更多爱心企业家、
科学家了解“星星孩子”及“星
星家庭”，并以此为始，一起来
关爱这个群体。

广州市心友心智障碍者服
务协会副会长陈颖分享了自身
的心路历程， 她从一个孤独无
助的“星妈”，到一个可以帮助
其他星星家庭的助人者， 这一
段转变的心路历程， 有着旁人
无法理解的艰辛。

阳光协会副会长陆国盛是
一位重度孤独症青年的爸爸，
他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国企工作
全身心陪伴孩子， 并开始组织
圈内的家长与孩子跑步， 慢慢
地与阳光协会创始人刘显华一

起发起了特奥运动支持计划，
用运动方式帮助心智障碍青年
进行疗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阳光特奥队冠军王韵宁表
示，2022 年年初，她参加阳光特
奥举办的广州特奥乒乓球队海
选活动，成功入选，在省残运会
乒乓球比赛中夺得女子单打、
女子双打两枚金牌， 以及一枚
混合双打银牌， 这让她变得更
加阳光自信。 比赛结束后，她在
学校找到了一份后勤的工作，
让她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活动最后， 主办方表示将
继续携爱同行， 期待让更多人
加入爱心行列， 一起点亮心智
障碍群体的星空。 （张明敏）

企业及社会组织携手为星星家庭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