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益空间”党
建 服 务 站 除 设
置活动空间外 ，
还 通 过 走 访 园
区内企业 ，梳理
出一份白领 “需
求清单 ”， 汇总
形 成 了 社 区 服
务 、 志愿公益 、
人才服务等 34
项“服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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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一个街道为何能出现 6家“5A”社会组织？

经安徽省委、省政府同意，
安徽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
厅于 2017 年 5 月下旬印发了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
实施意见》。

根据《实施意见》，安徽将通
过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
能和购买服务、加大财税支持力
度、 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
设、支持社会组织参政议政和引
导慈善组织发展等措施，进一步

加大安徽省社会组织培育扶持
力度。省、市、县三级还将按照各
自登记数量 10%左右的比例打
造品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同时，安徽将进一步
动员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精
准扶贫工作，持续开展“走进大
别山”和“扶贫皖北行”等活动，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施意见》提出，该省将
降低社区社会组织的准入门
槛，支持鼓励发展。 符合登记条

件的，优化服务，加快审核，简
化登记程序； 达不到登记条件
的，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实施管理，加强分类指导和
业务指导。 同时，鼓励依托街道
（乡镇）综合服务中心和城乡社
区服务站等设施， 建立社区社
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 力争到
2020 年， 全省城市社区平均拥
有 10 个以上、 农村社区有 5 个
以上社区社会组织。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 � 去年， 四川省 4600 余个社
会组织利用自身在卫生、医疗、
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开展
近 3000 个项目，采取送资金、送
项目、送技术、送关爱等形式对
贫困地区进行帮扶。

今年， 围绕全省 105 万贫
困人员脱贫、3700 个贫困村退
出、16 个贫困县摘帽的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 四川省民政厅、
省扶贫移民局将引导支持社
会组织参与扶贫攻坚，重点培
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
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
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支持各社
会组织孵化基地为初创期社
会组织提供开办指导、场地租
赁、人员培训等服务，建立社

会组织参与扶贫的长效机制，
支持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
扶贫服务项目。 发挥行业协会
商会、科技、教育、医疗卫生、
志愿服务等各类社会组织在
业务领域的优势特长，有效整
合社会资源积极开展扶贫活
动。

（据四川省政府网站）

5 月 26 日， 广东政府信息
公开金秤砣评议活动（简称广
东金秤砣奖）正式启动，将对广
东省 21 个地市的“政府信息主
动公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
网站信息无障碍化建设” 情况
等进行评议， 最终评议出金、
银、铜、纸秤砣奖各若干名，并
撰写研究报告， 为政府提供有
参考价值的成果。

此次活动由马洪基金会与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主
办、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

协办。 这是政府信息公开金秤
砣评议活动首次从深圳市推广
到广东省， 并且将信息无障碍
建设纳入评议必选指标。

据介绍， 此次评议指标将分
为信息主动公开（权重为 50%）、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权重为
40%）、 网站信息无障碍化建设情
况（权重为 10%）、加分项（6分，无
需折算）等四大类，共 106分。

其中，“网站信息无障碍化
建设” 情况评议将由信息无障
碍研究会负责， 该部分将依据

国际通行标准， 结合信息无障
碍研究会自身的实践经验与研
究成果制定， 采用整体与具体
相结合， 兼顾客观与主观的方
式，包含整体无障碍情况、详细
测试、主观体验三个部分，测试
的范围将包括可感知性、 可操
作性、可理解性以及兼容性等。

信息无障碍建设被纳入政府
信息公开评议的关键指标， 是推
动无障碍发展的一种创新和突
破， 将推动政府及更多行业关注
并践行信息无障碍建设。 （王勇）

广东：金秤砣奖将信息无障碍建设纳入评价标准

安徽：出台文件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发展

四川：社会组织去年投入 3.6亿元扶贫

坐落于瞿溪路 754-756 号
的上海黄浦区五里桥社区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是上海市首批社
区层面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成
立已近十年的该中心，还有一个
闪亮的“名头”———上海市首家
民政部 5A 等级社会组织。

不仅如此， 由于工作得力，
2016 年，五里桥街道还被评为全
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目前
街道共有 5A 级社会组织 6 家，
4A 级社会组织 3 家。

是什么“秘诀”让一个最基
层的街道组织不仅自己成了 5A
级社会组织，还带动了这么多社
会组织成为民政部门认定的高
等级社会组织？ 让我们一起来探
个究竟！

筑牢制度和组织基础

在一栋不起眼普通小楼里
的五里桥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共有三个楼层，办公面积约
600 多平方米。 然而， 就是在这
600 多平方米的服务枢纽里，却
连接着全街道的 32 家各类社会
组织，涵盖生活服务类、公益慈
善类、社区专业调处类、文体活
动类等四大类。

据介绍，街道以“培育社会
组织，推动共治参与，创新社会
治理，服务基层群众”为发展理
念，引入专业机构管理，着力打
造集机构孵化、项目研发、能力
提升、资源拓展、文化传播等功
能于一体的社会组织枢纽平台。

为了保障各类社会组织建
设“有法可依、有序进行”，该中
心按照相关政策以及法律法规，
进行以理事会制度为核心的制
度化规范管理，建立了包括理事
会制度、监事会制度、财务管理
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重大事项
报告制度、档案印章管理制度以
及劳动用工制度等一系列规章
制度，整体工作有序、持续推进。

在完善规范制度的基础上，
为了增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
动力，该中心还运用独建、联建、
派驻党建联络员、建活动型党支
部等形式扩大组织覆盖和工作
覆盖。

目前，32 家社区社会组织建
立独立党支部 8 家，派驻党建联
络员 18 家，活动型党支部 6 家，
如针对老年协会、文体团队联合
会等社会组织中党员经常在一
起活动的特点，打破原来隶属关
系的传统， 建立活动型党支部，
实现党员“一方隶属、双向管理、
双边活动”。 推行社会组织管理
层人员和其党组织负责人双向
进入，交叉任职，目前，交叉任职
24 人，占比 75%。

此外，该中心还建立“益空
间”党建服务站，探索社会组织
党建“双培三同步”工作机制，即
社会组织孵化与党组织培养相
结合、社会组织人才培育与党员
培养相结合，社会组织登记与党
组织设立同步审批，社会组织公
益活动与党建活动同步开展、社
会组织等级评估与党组织建设

同步考核。

“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
事。 ”五里桥街道的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街道将中心委托给支
持性社会组织上海阳光善行公
益事务中心进行管理，依托专业
管理力量，充分发挥中心培育孵
化、资源整合、规范建设、交流合
作的功能。

在有了专业的管理团队之
后，服务中心的“触角”不断延
伸。 中心建立了门户网站和“公
益宝”网站，使其成为社会组织
信息发布、项目促进、公益众筹、
风采展示的互联网平台。 同时，
中心还承担了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的招投标及评估监测，链接外
部资源并引导社会组织跨区域
承接项目等职能。

在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方面，
该中心有针对性地“分类施策”，
积累了不少富有成效的特色经
验：

对于支持性社会组织，他们
重“合作发展”，促进相融提升。
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在托管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过程中实现
了自身的成长，中心团队从最初
的 4 人扩大到现在的 22 人，2015
年承接项目 15 个， 涉及项目金
额 410 余万元。

对于成长型社会组织，他们
重“规范增能”，促进健康成长。
根据社区内部分社会组织专业
化程度较低、 管理不够规范、服
务能力较弱的现状，以社会组织
规范化建设评级为抓手，以评促
建，提升能级。

对于萌芽型社会组织，他们
则重“孵化扶持”， 促进生存发
展。 如设立 30 万元公益创投种
子基金、开展社区公益项目创投
大赛等。 注重对有发展潜力的草
根团队骨干的培训，提高其专业
素质、自治能力，指导其建立项
目方案。

着力点放在“怎样使居民
过得好”

随着社区社会组织日益壮
大，街道逐步将社区服务、帮残
助弱、环境保护、公民教育等事
务交给社会组织来管理，工作着
力点由“怎样把居民管得住”向

“怎样使居民过得好”转变，工作
的角色定位从直接管理者向政
策制定者、成效评价者转变。

一方面，街道办事处厘清政
府职能边界， 把政府管不了、管
不好、不该管的事务性工作逐步
剥离， 为社会组织让渡空间；另
一方面，社会组织调查反映居民
服务需求，设计社区公益服务项
目。

通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发
布资源信息，举行公益项目接洽
会等，完善供需对接机制，推动
形成“政府主导、需求导向、项目
运作、专业承接、‘三社联动’”的
工作格局，提升了社区的自治能

力。
五里桥街道推进区域单位

和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双向认
领”10 多年来，共有 17 家社会组
织承接了 38 个社区公益项目的
具体实施。

在社会组织的参与下，社区
每年推出一批符合居民需求的
社区自治创投项目，扩大居民参
与，发掘小区能人，社区中越来

越多的年轻居民从参加“活力夜
跑”、“周末去哪儿” 等公益项目
逐步参与到小区非机动车停放
整治、居民议事会等居民自治活
动中来。

而随着居民需求日益多元
化，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也日益
广泛，从服务“单一需求”转向满
足“多元需求”，涵盖了居民生活
的“立体”空间。 例如，洄澜心理

咨询中心托管了街道心理咨询
室，为社区居民开展心理健康咨
询服务；德同宜居服务社承接协
助业委会换届项目并为社区业
委会、居委会提供咨询、培训、调
解服务；“星空梦之翼”青年公益
团队立足社区内白领群体需求，
开展了“白领午餐地图”“白领健
康行”等活动。

（据《中国社会组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