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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基层社会治理的成都实践

广东：2020年政府运营养老床位数不超过 50%

� � 2017 年 9 月 30 日， 四川省
成都市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
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为全面建设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提
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战略部署，引
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作为一个
国家中心城市， 成都市从 2003
年开展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时就开始着手推进基层治理
机制改革，十多年间，全市在城
乡社区民主协商、 公共财政制
度、院落治理等方面均取得了实
质性成效，城乡社区居民的参与
意识得到明显增强，社区呈现出
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活力。

“还权、赋能”的社区治理
改革

“楼道灯坏了一直没人修，
好恼火！ ”“下水道又堵了，污水
四溢，简直臭死人！ ”“没有摄像
头，电瓶车老是被人偷！ ”……位
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城乡接
合部的晋阳社区是全市最早的
商品房小区之一，因为房子大都
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年久失
修、设施老旧，居民们意见很大。

晋阳社区的“痛点”在成都
市设立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和社
会管理专项资金以后，得到了解
决。 面对老旧院落改造遇到的各
种实际问题，晋阳社区发扬民主，
通过院落坝坝会的形式积极征
求、收集居民的需求及问题，对提
交的项目社区与居民通过共同协
商、议事会评审，在第一时间进行
落实并公示； 在公共服务资金的
使用过程中， 社区引导居民全程
参与项目实施， 公开透明地接受
居民的监督， 这种做法获得了广
大居民的一致认同和赞誉。

近年来，成都市坚持还权于
民、赋能基层，在党建引领下，不
断增强居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
育、 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大
力推进以居民为主体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形成了“一核多元、共
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机制。

“还权”，就是以还居民决策
权作为突破口，在城乡社区搭建
议事平台。 成都市坚持“众事共
议共决”的社区协商原则，创设
了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居）民议
事协商制度， 民主选举产生村
（居）民议事会，出台了城乡社区
居民议事会组织规则、议事导则
等 4 项制度。 同时，推动建立居
民公约、 院落公约等社区规范，
形成在党组织领导下、多方参与
协商议事的平台。 推动社区利益
相关方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且
定期修订居民公约和院落公约，
促进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赋能”，就是在村和社区层
面建立参与式预算社区基金。
2009 年以来，成都市建立了覆盖
城乡社区的公共财政制度，创设
了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
理专项资金， 并将其纳入市、县
两级财政预算。 作为居民参与式

预算的社区基金，除了政府公共
领域事项和居民私人领域事项
以外，资金的使用和评价权按照
“民事民议、民事民定”原则全部
归于居民，通过居民自治的方式
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确保公共财
政资金的投向与社区居民实际
需求有效对接。 截至目前，市、县
两级财政共投入社区基金 110
亿元，农村社区群众最急需的道
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
极大的改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志愿服务、环境治理、
社区教育等需求得到自主解决。

“还权、赋能”的基层治理民
主实践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事
务的热情，原来“等靠要”的思想
彻底得到了改变。 目前，成都市
几乎每一个院落都建有一个院
落自治组织， 只要居住在院落，
包括外来的农民工和其他外来
人口， 都享有居民自治的权利。
类似院落公共空间营造这样的
各种院落微治理项目正在全市
逐步推开。

社区营造让成都社区逐渐
“变暖”

在城镇化过程中，四川省崇
州市桤泉镇群安村荷风水村农
民集中安置区成为新农村建设
示范点， 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
打造成了一个风景秀丽的生态
旅游村。

集中居住后，荷风水村社区
的居民失去了土地，离开了熟悉
的居住环境。“小半径”的熟人社
会转变为互动较少的楼栋居住，
大家感觉周围的一切变得陌生，
小区不像老村庄那样富含文化
底蕴和历史，乡土人情也在逐渐
丢失。 入住新村 3 年多，很多居
民仍然没有建立起社区的归属
感、认同感。

2014 年 4 月，崇州市民政局
引入四川光华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的社会工作服务，开展“新荷
人家”农村家庭发展项目（以下
简称“项目”）。 项目依托荷风水
村现代生态旅游观光村的优势，
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从创新农
村社区治理出发，通过专业社会
工作服务引导居民参与，破解农
村社区治理难题。

项目通过为小家庭增能、促
进邻里互动、培育社区自治组织
三个层面的公共服务，唤醒社区
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 随着社区
公共意识的形成，居民开始思考
自我与社区的共同发展。 在社区
工作者的支持和引导下，居民提
出了制定社区公约和社区十年
发展规划的想法。 3 年来，社区居
民一起畅想社区未来的发展蓝
图， 形成荷风水村大家庭公约，
居民关注的焦点逐渐从自我转
变为自我与社区的互动，社区凝
聚力得到提升，公共意识进一步
内化。

荷风水村从村落发展到社
区的重构过程，是成都市开展城
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项目的
一个典型实例。 近年来，成都市

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多元
参与”的原则，强化以政府购买
服务为牵引、 居民需求为导向，
完善“三社联动”机制，开展城乡
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激发
社会参与活力。

成都市出台了《政府购买服
务暂行办法》， 制定了购买服务
基本目录，编印了具备承接政府
购买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名录，
搭建起社会服务供需对接平台。
设立“三社联动”专项资金，以公

益创投活动、 社会组织扶持、社
工项目资助等形式，引导社会组
织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市级财
政 4 年共投入资金 1.4 亿元，资
助项目 1297 个。

从 2017 年起，成都市级财政
每年预算一笔专项资金用于培
育发展社区基金会。 同时，研究
出台鼓励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
参与发展社区基金会的措施。 截
至目前，全市共有登记社会组织
10251 个， 增幅连续两年超过

10%。全市社工人才总数达 10191
人，较上年增长 10%。

成都市还鼓励社区与社会
组织合作，由社工对居民骨干和
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能力建设，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推动形成
以居民为主体的集体行动，解决
社区公共议题，增进社区公共福
利，提升社区公共精神，初步形
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
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据《乡镇论坛》，有删节）

� � 日前，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
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
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设立养
老服务类的社会组织， 符合直
接登记条件的可以直接向民政
部门依法申请登记， 不再经由
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建筑
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下的养老
机构免予环评。 简化对养老机
构内设医疗机构以及康复医
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等为老

服务型医疗机构设立的审批手
续。 养老机构从事餐饮服务活
动， 可依法先取得营业执照等
合法主体资格后， 再申请食品
经营许可证。

实施意见提出， 社会救助
对象的养老服务， 必须由公办
养老机构提供。 在确保公办养
老机构公益性质和履行兜底职
能的前提下， 各地要因地制宜
设置改革过渡期， 加快推进具
备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条件的

公办养老机构转制成为企业或
开展公建民营。 创新社会力量
参与公建民营方式及运营模
式， 出台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
指导意见， 完善公建民营养老
机构管理办法。 支持社会力量
参与公办养老机构运营体制及
运营方式改革， 加强对运营机
构的监督和指导。 到 2020 年政
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当地养
老床位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据《南方日报》）

上海：社会组织专职从业人员数达 17.17万人
� � 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调查，截至 2016年末上海市社会
组织专职从业人员为 17.17万人，
这其中包括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从
业人员 16.31万人、社会团体从业
人员 0.78万人、 基金会从业人员
0.08万人。 上海市各区社会组织

专职从业人员（不含市级社会组
织）共计 15.64万人。其中，浦东新
区人数占各区社会组织专职从业
人员总数的 20.3%， 居于首位；宝
山区占 9.2%、杨浦区占 7.8%。

上海市社会组织专职从业
人员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过半，

其中本科学历占比最高， 占总
人数的 25.3%。

数据显示， 上海市社会组
织专职从业人员年龄分布较为
合理，呈“年轻化”特点，35 岁及
以下年龄段占比最高， 为 5.78
万人。 （据《劳动报》）

云南：沪滇社工机构首批“牵手计划”启动
� � 沪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首
批“牵手计划”1 月 24 日在昆明
启动， 包括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社工部在内的 5 家上海社
工机构， 将分别携手 5 家云南
社工机构， 在云南贫困地区为
特殊、 困难群众提供社会工作
服务。

云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
厅长助理罗军介绍，2020 年前，
云南将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覆盖

县和 27 个国家深度贫困地区
覆盖县等贫困地区，遴选 20 家
社工机构与上海市 20 家援派
社工机构“一对一”牵手帮扶。

此次首批计划， 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社工部、 上海东
方社会工作事务所、 上海市浦
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等 5 家
社工机构， 将与云南省昭通市
安然公益事业联合会、 文山州
第八天青少年事务社会服务中
心、 迪庆州儿童福利院等 5 家

社工机构“牵手”。 目前，相关机
构已前往云南各地开展服务。

今后， 上海与云南将共同
培养一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支持贫困地区为特殊、 困难群
众提供一批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 建立完善社会工作服务制
度，提高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搭
建社会工作服务沪滇协作平
台， 推动社工专业力量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发挥更大作用。

（据新华网）

� � 通过还权于民、赋能基层，成都市大力推进以居民为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形成了“一核多元、共
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