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创享计划：
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公益共谋

■ 本报记者 王勇

地方动态

近日， 广东省民政厅制定
了《关于推动在广东省社会组
织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工
作方案》， 并发出相关通知，推
动在广东省社会组织中建立新
闻发言人制度。

据了解， 广东省将在全省性
社会组织中选取 50个职责较重、
影响较大的各类社会组织，于
2016年底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
制度； 提倡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
和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于

2017年上半年前普遍建立社会
组织新闻发言人制度； 提倡在省
级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
在 2017年底前建立这一制度。

市、 县民政部门在本级登
记的社会组织中选取一些职责
较重、 影响较大的社会组织于
2016 年底率先建立新闻发言
人制度；提倡市、县民政部门登
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有条件的在
2017 年底前建立这一制度。

（据《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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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50 个社会组织年底拟设新闻发言人

深圳：将成立慈善事业联合会

2016 年 6 月， 北京朝阳区
“‘居民提案’ 激活社区自治细
胞” 被评为 2015 年度中国社区
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作为居民提
案活动的一部分，7 月 26 日，北
京三里屯街道举办了“首届社区
创享计划成果展示暨第二届社
区创享计划启动仪式，

在过去的一年，通过政府资
金的支持，三里屯街道引入社会
组织支持社区居民不仅解决了
身边的公益需求， 还培育出 38
家社区社会组织。 政府+社会组
织+社区居民的公益模式已经初
步显现。

最繁华地段的公益需求

提起北京的三里屯，大家脑
海中想到的往往是繁华、 国际、
时尚等一连串高大上的形容词。
在堪称中国最繁华的地方、平均
房价在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地
界，会有公益需求吗？

东三里社区， 已经 92 岁的
王大梅老人住在 5 楼，对上下楼
不方便的她来说，理发成了大问
题。 街道专门动员了辖区的理发
美发企业定期为居民提供免费
的理发美发服务，但专门的上门
服务，对企业来说没有这个义务
也不可能满足———三里屯地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 22%。

幸福二村东外 30 号楼，楼前
的 2个存车处，堆满了废旧单车、
剩余建筑材料、杂物垃圾，导致存
车处无法正常存放单车。 涉及不
同的居民财产， 政府处理很容易
引起矛盾， 不处理其他居民利益
受损，也不利于环保工作。

东三里社区，50 多位残疾
人，50 多位空巢老人；白西社区，
高龄老人多，没有门禁系统和门
卫，各种人员可以随意出入……

在三里屯这样的地区，其实
钱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如果把公
益等同于慈善， 局限于扶贫济
困， 那么确实没有什么需求；如
果把公益解读为公共利益，是政
府和市场难以或不愿解决的事
情，那么这里就不仅有着大量的
需求，而且是从基层、从居民生
发出公益力量最好的地方。

源自于居民的公益力量

居民的多元化诉求如何满
足， 社区里的公益需求如何应
对？ 在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
下，三里屯所在的朝阳区提出了
让居民自己解决涉及到公共利
益的事情的方案———居民提案
计划。

社区居民针对社区存在的
问题，提出“金点子”、形成提案，
通过评选并适合自治的，支持居
民自我解决。 区委区政府每年拿
出不少于 1600 万元经费支持。

据朝阳区社会办社会组织

科科长刘栋介绍，目前已经征集
了 12000 多个“金点子”、2555 个
可参与提案、451 个资金支持的
提案。

自 2015 年 6 月起，三里屯街
道在全部 7 个社区启动了这样
的社区创享计划。

截至今年 6 月，通过“金点
子”征集、提案优化，提案评选共
产生 108 个关注社区发展的“金
点子”、59 个促进社区建设的提
案申请书、42 个优秀提案项目及
团队、151 位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的居民带头人，发展了约 800 位
社区居民志愿者， 服务受益约
15000 人次。 提案项目包含社区
文化、社区环保、社区服务、社区
融合、社区安全、社区管理六大
类。

针对老年人理发问题，东三
里社区的张桂英组织起了一支
15 个志愿者组成的东三里阳光
理发队，邀请理发技师王彩芹义
务教授理发技术后，每周定期在
社区开展义务理发。 对于行动不
便的老人则约定时间定期上门
理发。

针对“僵尸”自行车等堆积
物，幸福二村社区的孟昭亮组织
志愿者开展了专门的清理活动，
不仅清理了“僵尸” 自行车 100
多辆，还解决了院门口五年多都
没有解决的机动车乱停放问题。

“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不
能做全能政府，必须让渡居民自
治空间。 社区创享计划从实施之
初就特别注意以居民为主体的
理念，从问题的提出到项目书的
编写直至项目的实施，我们都特
别强调要以居民为主体，让居民
作为活动的组织者而不是活动
的参与者。 ”三里屯街道社会办
副科长王春虎强调。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王春
虎说：“有些社区主任、书记一开
始并不理解，也不支持，我们需
要一对一地做工作。 后来项目实
施以后，项目的效果得到了社区
的认可，他们才转为支持。 ”

社会组织孵化社区组织

这些居民的努力之所以能
够成功，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支
持，另一方面则离不开部分社会
组织的参与。

三里屯街道第一届社区创
享计划， 政府共提供了 10 万元
的支持资金， 企业赞助了 20 万
元。 这些资金并没有都给到居
民， 而是按照 6:3:1 的比例进行
了分配。

“60%给了居民用于执行提
案项目，30%给了支持的社会组
织，10%给了社区协调员。 ”王春
虎表示。

王春虎提到的社会组织是
恩派和民和社工事务所，在第一
届社区创享计划实施中，被引进

提供项目支持。
据王春虎介绍，引入社会组

织参与，目的在于为居民提供技
术支持，如社区调研，方案撰写
指导、实施指导等。 通过这两家
组织，协调实施了社区提案大赛
和增能计划， 不仅完成了项目，
还提升了居民的组织能力和公
益能力。

从组织小组活动在社区征
集金点子、 发现社区带头人，指
导提案居民开展社区调研、撰写
项目书，组织提案大赛，到帮助
团队进行内部建设，指导实施项
目，恩派和民和的工作人员全程
参与了整个计划。

对于某些提案人未能实施
下去的项目，社工则主动承接实
施了下来。

从自益到公益

随着第一届社区创享计划
的结束，第二届社区创享计划也
开始实施，恩派的项目负责人介
绍了具体实施计划。

在恩派的项目设计中，第一
届创享计划被看作种子期。 对社
区居民来说，是一种参与的初体
验，居民的自主能动性、自主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提高。

第二阶段是萌芽期，居民参
与将实现常态化。 计划将实现便
捷参与、多方支持、全程陪伴、居
民共享等目标。 居民既可以发起
提案，实施项目，或者参与项目
活动，又可以报名成为项目志愿
者、居民协调员、居民监督员。

恩派、民和等社会组织不仅
会支持新提案的实施开展，比如
一对一优化、跟进辅导、全程陪
伴等，还会支持已有项目的升级
改造，包括优化升级项目、持续
资助支持、 发展品牌服务与团
队。

与此同时，参与支持的社会
组织已经增加为恩派、 民和、新
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梧桐学苑公

益发展中心、斯福社区安全服务
中心等五家， 分别负责统筹、部
分社区、健康互助类、教育融合
类、环保安全类项目。

第三阶段则是成长期，居民
参与自主化。

这一发展定位和政府的想
法是一致的。 王春虎就表示：“下
一步我们也准备推动这些草根
组织向社区备案社会组织甚至
是注册社会组织发展。 ”

“今年的活动希望能够更加
规范，增强规则意识，实现公益
转型。 从没有组织到有组织，从
小组织到大组织， 从自益到公
益，实现从服务自己及团队成员

到同时使社区其他群体能够受
益的转变。 ”刘栋强调。

实际上，三里屯街道的社区
创享计划只是朝阳区“居民提
案”工作的一个范例。 今年 6 月，
朝阳区“‘居民提案’激活社区自
治细胞” 被评为 2015 年度中国
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从社区公益到居民自治，普
通居民发起成立组织，解决政府
和市场无法解决的涉及自身、社
区利益问题的模式，已经在北京
显现，虽然这一模式不一定适用
于中国所有的地方，但其精神值
得肯定。 中国公益的未来也许就
在这里。

近日，“深圳市慈善事业联
合会” 筹建方案和深圳市慈善
会改革方案已获原则通过。 方
案决定，深圳市慈善会将改革转
型为基金会，同时“深圳市慈善
事业联合会”拟于 9月 5日首个

“中华慈善日”正式揭牌成立。 这
标志着深圳慈善行业首次有了
自己的联合性自律组织。

据了解， 联合会暂定主要
业务范围包括弘扬慈善文化，
开展慈善宣传和表彰激励活

动；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提升
慈善行业专业水平和能力建
设； 开展慈善行业发展理论研
究与政策倡导； 建立慈善行业
诚信自律机制， 推动慈善行业
综合监管体系建设等。

据初步统计，截至去年底，
深圳市登记社会组织共计
10100 家，公益慈善类组织（含
社会服务类）2199 家， 占全市
社会组织总量的 21.77%。

（据《深圳晚报》）

便民理发点在许多社区都很常见，但在三里屯这样繁华的地段，类似的公益需求很难被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