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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1 月 8 日，民政部印发了《关

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
意见》，肯定了社区社会组织在基
层治理、 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等
方面积极的作用， 同时提出了社
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不健全、培
育机制不完善、 作用发挥不明显
等问题。 这意味着，今后我国社区
社会组织将得到更有针对性的支
持，迎来更好的发展。

不少人可能还不太了解什
么是社区社会组织， 实际上，社
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居民发
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
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
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
的社会组织。 具备发展潜力、符
合一定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也
可以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成为
正式的社会服务机构。

2016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
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提到 ，
要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不久前， 记者曾到河北石家庄 、
山东济南以及福建晋江等地采
访，了解到当地社区社会组织的
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那么具体在
实践中，上述三地民政部门又是
怎么做的？ 他们有哪些经验可供
借鉴或分享？

石家庄 ：打造“一中心 、两
基地”孵化平台

据石家庄市桥西区民政局
副局长李秀菊介绍，为了鼓励和
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降低门
槛、简化程序，当地遵循“不限
制，不放纵，不强迫”的原则，建
立了社区社会组织报备制度。 为
更方便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报备，
桥西区还开创了“云报备”模式：
通过桥西区社区公共服务信息
平台微信提交报备信息就可实
现报备。

在具体操作中，区民政局负
责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报备管
理工作的指导和综合协调；街道
办事处作为辖区内社区社会组
织的报备管理机关，负责本辖区
内社区社会组织的报备、 变更、
注销工作；居委会作为辖区内社

区社会组织的协助管理单位，负
责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的日常
管理和报备的指导和服务工作。

同时，为更好地服务社区社
会组织，桥西区打造了“一中心、
两基地”孵化平台。“一中心”即
桥西区三社联动协调服务中心；

“两基地” 即桥西区社会组织孵
化培育基地以及桥西区社区社
会组织孵化基地。 平台通过引入
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工、志愿
者等第三方力量对社区社会组
织孵化培育，提升其参与社会管
理与服务的能力。

其中，桥西区社区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兼具孵化与服务两大
功能，既实现了对社区社会组织
的培育、指导、服务和管理，也以
社区、居民、社会单位等服务对
象的需求为切入点，开展需求调
研分析、资源组织调配以及效果
评估等一系列社会服务项目化
的运营服务。 基地孵化类型包括
发展型兴趣服务组织和济困型
公益服务组织；服务模式则包括
辖区居民自我服务模式、外来力
量协助服务模式、辖区力量外拓
服务模式等。

李秀菊谈道，桥西区财政每
年安排不少于 5480 万元活动经
费，按照保基本均衡和激励先进
的原则拨付，将使用权下放至街
道党工委、办事处，并按照“民主
决策、 程序公开、 共建共享”原
则，对社区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
的需求通过居民群众“点菜”、党
委政府“埋单”的方式提供服务
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桥西区全区有社区社
会组织近 500 家， 报备的有 173
家。“通过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 努力促使其实现反哺社区、
服务社会的目的。 不过我们目前
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用于社区
社会组织建设的专项资金少，社
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的渠
道不健全，社区社会组织专业人
才少。 ”李秀菊告诉记者。

济南： 管理权限下沉到街
道和社区

2015 年，济南市市中区区委
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 其中
提到， 对尚未达到注册登记条
件、但正常开展活动且满足居民
需求的社区社会组织，由街道办
事处负责备案管理，街道办事处
按季度向民政部门报送社区社
会组织备案统计情况。

2017 年，当地又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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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意见也提及大力培育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鼓励在街道
层面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发挥管理服务协调作用。 市中区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街道综合服
务中心和城乡社区服务站等设
施，建立了社区社会组织综合服
务平台，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组
织运作、活动场地、活动经费、人
才队伍等方面的支持。

市中区民政局民间组织管
理科科长黄亚楠表示：“由于财
政资金不能直接资助那些没有
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而且根据
社会组织资金管理办法，财政资
金也不能直接给到街道层面，因
此只能通过支持社会组织服务
平台的方式为这些民间组织提
供项目资金，支持街道辖区社区
社会组织发展。 ”

同时，市中区民政部门还支
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
服务和基层政府委托事项，开展
社区志愿服务；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设立项目资金、补贴活动经
费等措施，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
扶持力度，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
水平；鼓励街道、市中区社会组
织创新园以及济南恩泉社会组
织发展中心举行公益创投大赛，
通过多种方式为社区社会组织
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市中区备案的社区社
会组织有近 1400 家。 不过，现阶
段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面临
一些局限性，能够成型的也仅限
于公益慈善组织、社区服务类组
织，文娱团体、自发的兴趣爱好
团体占比很高。 还有一种较为普
遍的现象是，社区社会组织成员
年龄偏大， 但现在青少年群体、
大学生公益团体也逐渐增多。

从 2017 年开始，市中区逐渐

要求每个街道建立社会组织服
务平台，下一步还将在有条件的
社区建立类似平台。 实际上，这
一规划已经基本在城区街道铺
开。 黄亚楠表示：“今后我们会将
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沉到街道和
社区，因为区民政层面不可能掌
握到每个社区、每个角落的具体
情况，管理权限下沉以后沟通渠
道更加畅通，能够及时掌握社区
社会组织以及居民的诉求。 ”

黄亚楠谈道：“目前市中区
区委区政府每年投入三百多万
元资金，但由于社会组织数量增
长比较快，且市级层面财政支持
有所减少，区级层面财政投入压
力比较大。 此外，由于薪酬问题
导致专业人才留不住，现有从业
人员流动性比较大。 总体来说，
我觉得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前景
还是很好的，能够带动社区居民
积极性，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氛
围。 ”

晋江：制定专项管理制度

福建省晋江市开展社区社会
组织培育发展工作起步较早。 据
记者了解，2008 年晋江市下发了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和登记
管理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要求降
低社区社会组织登记门槛， 放宽
会员限制，降低注册资金，允许社
区社会组织“一址多会”；简化登
记手续和审批环节， 取消筹备审
批，实行直接成立登记制度。

2011 年，晋江市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社区社会团
体培育发展和简化登记手续实
行核准备案制度的通知》， 推行
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双轨制
度。 对尚未达到登记条件但正常
开展活动且符合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备案
登记，纳入规范化管理。

2014 年，根据《福建省民政
厅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
组织的指导意见》要求，晋江市
结合自身实际 ，提出了“8+X”
登记模式———推进一社区一社
会组织联合会、 社区志愿者协
会、社区慈善协会、社区老年人
协会、社区文体协会、社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协会、 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站（中心）、社会工作
服务站。 截至目前，该市登记的
社区社会组织有 402 家， 备案
829 家。

以兰峰社区为例，晋江市民
政局社会事务管理科科长王惠
蓉介绍了当地社区社会组织发
展的具体情况。 兰峰社区是一个
商业住宅小区，入住居民来自全
国各地。 为更好地实现治理，当
地决定从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入
手， 通过建设社会组织阵地、成
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等方式，
整合各种资源，广泛动员社区力
量参与，同时把社区生活的各个
方面纳入统一治理框架。

另外，通过引进专业社工服
务，提供组织孵化、资源对接、能
力建设培训、管理咨询、登记注
册扶持等系列服务，社区也能够
进一步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壮大。 截至目前，兰峰社区已培
育发展了 21 支社区社会组织，
其中有两家已在民政局注册登
记，其余 19 家皆登记备案。

为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管理，
晋江市制定了四项管理制度。 一
是推行社区社会组织筹备约谈
制度，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做好筹
备工作，把好社会组织登记的事
前准入关；二是推行社会组织自
律承诺制度，引导社会组织自治
自律、自我监督，把好社会组织
登记事中监督关；三是推行社会
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慈善信
息公开制度，提升社会组织登记
事后监管水平；四是进一步规范
社区社会组织年检制度，对社会
组织执行法律法规、开展业务活
动、财务运作管理、承接政府服
务等情况进行年度检查。

“我们希望进一步发挥社区
社会组织在基层民主自治建设
中‘服务器’的作用，同时充分发
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凝聚城乡居
民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社区
公共服务中的作用。 我们也鼓励
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政
治、经济、文化建设，参加各种村
民自治活动，参与社区社会公共
服务，进一步提升城乡社区自治
和服务功能。 ”王惠蓉表示。

� � 济南市民政
部门鼓励通过公
益创投等形式为
社区社会组织提
供资金支持。 图
为济南市市中区
二七新村街道办
事处第一届社会
组织公益创投大
赛中标项目中期
评估会现场

石家庄市桥西区，入驻孵化基地的社区社会组织代表签订入驻协议

民政部印发《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

我国社区社会组织迎来最佳发展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