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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精细治理 激发基层社区活力
� � 经济困难， 自己带孩子，低
保户姚晓凤（化名）以前的生活
可以说是一团糟。

而现在， 她已经从“要人
帮”，转变为现在的“我帮人”，成
为了广州越秀区梅花村街道的
一名社区志愿者。

社区是城市的“毛细血管”，
居民的一件件烦心事考验着社
会治理的绣花功夫。 广州越秀区
正在探索的路上……

入户调查
量身帮扶很贴心

80 岁的潘阿婆独居广州越
秀共和社区，这两天要去医院检
查身体，苦于腿脚不灵便。 正在
发愁，同住梅花村街道相邻社区
的姚晓凤，就带着上六年级的儿
子小朱来帮忙了。 母子俩一左一
右，搀着潘阿婆下楼、过街，一路
像伺候亲妈一样，还不停讲八卦
见闻，逗得老人家咯咯笑。

很难想象， 就在短短几年
前， 姚晓凤还是个领着低保、被
生活压力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单
亲妈妈。 专业社工组织思媛社工
服务中心的进驻，改变了母子二
人的生活。

那是 2012 年，梅花村街道在
市、区部署下设立家庭综合服务
中心， 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引入社会组织， 承接那些
非基本的社区服务。 在入户调
查时，面对来访的思媛社工，姚
晓凤大倒苦水：“经济困难，自
己打零工，常常忙到无暇管家；
刚上小学的儿子也不省心，性
格孤僻，不好好做作业，说两句
就‘炸毛’……”

“我们在街道家庭综合服务
中心开设了‘430 课堂’。 您作为
低保户，属于我们要服务的困难
群体，可以每天放学后把孩子接
过来，由我们的专业社工或大学
生志愿者辅导他做作业。 您放
心，免费的。 ”

“有这样的好事？ ”姚晓凤眼
前一亮。 随着接触的深入，她慢
慢感受到 ， 好事远不止这一
桩———社工为她家设计了个案
帮扶方案。 在社工的指导下，她
改变了和儿子沟通的方式，儿子
渐渐愿意听她说话了；母子俩定
期参加中心的亲子活动，合作完
成社工交代的一个个小任务，增
进彼此的感情；儿子也在“430 课
堂” 的学习中变得越来越开朗、
阳光；经社工牵线，他们还和街
道中其他的单亲妈妈家庭组成
互助团体，抱团取暖，有时她晚
上出去干活，儿子就先由另一位
妈妈帮忙照看一下……

润物细无声，几年间这对母
子的状态明显改观。 2015 年春节
前， 有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求
助，希望中心能帮忙打扫一下卫
生。 姚晓凤主动报名当志愿者，
儿子也跟过去帮着扫地打水递
抹布。 昔日的“受助者”角色升
级，变成了“助人者”。

这样暖心的故事，每天都在
梅花村街道上演。 失独母亲杨文

嬉，曾因不堪痛苦，一度搬离了
这个伤心地。 在社工的介入下，
她不仅不再封闭自我， 重新振
作，还担任“梅花佳乐互助队”
的队长， 帮助很多失独家庭走
出伤痛。 这些年，杨文嬉成了街
坊人人爱戴的热心大姐， 先后
被授予“广州好人”“市三八红
旗手”“广东省最美志愿者”等荣
誉称号。

需求不一
综合服务慰人心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上，
广州市的经验探索引人关注。 特
别是作为行政中心区的越秀，地
域面积小、人口多，机关单位、社
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也多，随着
社会转型，群众需求越发呈现多
样化，社区管理服务难度越发凸
显。 面对这种特大城市基层治理
面临的新挑战， 越秀区以创建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
区”为抓手，开展社区治理和服
务创新， 通过培育居民自治、发
展社会组织、 发动社会参与，着
力解决居民需求和社区公共问
题。

探索引入社会组织，购买社
会工作服务，继而全面铺开建设
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就是回
应群众多样化需求的创新之举。
去年，由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发布
的《2017 年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
调查报告》显示，随着人口老龄
化以及“二孩”全面放开政策的
落实，群众对照顾老人和养育子
女方面的需求越来越突出，而这
些，恰恰就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的主要功能之一。

按规定，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采取“政府出资购买、社会组织
承办、全程跟踪评估”的方式，为
社区居民提供涵盖家庭服务、长
者服务、青少年服务、残障康复、
社区矫正等多个领域的服务。

“街道、 居委会主要承担基本的
公共服务，除此以外，很多伴随
社会转型而来的非基本公共服
务， 都可以由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社工组织来承接。 ”越秀区民
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在一丛新旧居民楼包围下，
梅花村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曲径通幽地窝在一栋低矮老楼
里，虽然难找，大门上“梅花人
家”的名字却格外温馨。 记者看
到，两层 600 平方米，除一间办
公室外，其他空间都设计成了个
案辅导室、舞蹈室、音乐治疗室、
健身康复室、图书室等多元功能
的服务场所。“20 个专业社工进
驻这里，提供长者日托、青少年
矫正、 残障康复等日常服务，还
针对单亲、失独等特殊家庭开展
特色服务项目，培养起一支 500~
600 人的志愿者队伍。 ”承接管理
这个中心的思媛社工组织总干
事陈小莲介绍。

中心一楼的爱心小超市取
名“媛心阁”，摆放着周边爱心单
位、 居民捐赠的衣物、 日用品。
“通过这个平台， 汇聚社会的爱

心资源， 营造和谐关爱的氛围。
商品售出后所得款项，用于满足
困难居民的‘微心愿’。 与此同
时， 超市还是个就业训练平
台———管理这里的阿亮是名残
障人士， 原先没有劳动能力，只
能在家靠父母养。 来这里半年，
通过我们手把手的指导训练，已
经可以胜任卖货的工作。 ”中心
主任、社会工作师汤倩雯告诉记
者，下一步准备到外面寻找一些
合适的工作岗位，推荐阿亮去就
业。

像这样的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广州目前已做到了 188 个街
道全覆盖。 就拿越秀来说，共有
13 个社会组织承接了全区 22 个
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财政累计
投入 1.5 亿元用于购买服务；此
外还有 574 家登记在册的社会
组织“小伙伴”，在各自的领域开
展服务，协助党委政府共筑群众
美好生活。 实践证明，“家庭综合
服务中心” 在深入服务居民需
求、提升居民幸福感、促进政府
职能转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扩大参与
共治共享都尽心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形
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
的良好局面，应该怎么干？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格局。 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加强社区治理。 发挥好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

促进社会组织、 专业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健康发展……应该怎
么落实？

对此，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
王焕清深有感触，“把越秀区建
设成为广州‘中央文化商务区、
创新发展先行区、 品质城市示
范区’，社会治理创新是重要抓
手。 ”他提出，推动全区社会治
理工作上新水平， 凝聚社会合
力，加强社会共治，让群众共享
社会治理成果、 共享平安创建
成果。

下一步，越秀将在继续培育
扶持社会组织和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社区治理模式上更多着力。
在培育社会组织上，一方面继续
擦亮“创益越秀”公益创投品牌，
分类管理、 差别化扶持初创型、
发展型和成熟型三类社会组织，
扩大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受惠面；
另一方面，推进社会组织等级评

估，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机构，
逐步形成合理分工、 互相监督、
有效制衡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

越秀还将进一步扩大社会
参与，通过开展“民生微心愿”项
目，收集居民多样化需求，搭建
社会参与新平台，从而更好解决
社区问题， 满足居民生活新期
盼。

同时，探索喜闻乐见的社区
协商方式， 充分发挥社区能人、
党员的积极作用，探索建立社区
各类自治组织，制定管理规约和
议事规则，使之成为居民群众的
行为规范和行动指南，健全适应
老城区老街坊的议事规则、议事
制度。

越秀力争到 2018 年底，50%
的街道建成街道协商议事平台，
100%的社区建成社区居民议事
厅，每条街道打造 2~3 个社区居
民议事厅示范点。

� � 通过创益越秀公益项目创投活动，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成长起
来，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

� � 4 月 4 日上午，北京市民政
局召开全市非法社会组织排查
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北京是
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主战场”，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谢延智表
示， 北京打击非法社会组织要
强化风险防范确保打得“稳”，
规范案件查办确保打得“准”，

注重行刑衔接确保打得“狠”。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仅 2017 年以来，北京就
先后取缔了“中国科技创新与
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转
业军人福利基金委员会” 等 16
家非法组织。

“今年北京市民政局制定

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社
会组织活动的通告》，通过网络
和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 并印
制 1 万份海报在全市各城乡社
区广泛张贴， 提醒广大人民群
众提高防范意识。 ”这位负责人
说。

（据《新京报》）

山东：社会组织各类孵化平台达 1001个
� � 山东省第三批社会组织等
级评估工作已经开始， 为更好
培育发展山东各级社会组织，
2018 年度省级社会组织发展专
项资金中的 1000 万元也即将
下拨各市。

据了解， 目前山东全省各

级各类社会组织服务孵化平台
达到 1001 个， 其中市级 19 家、
县级 135 家、 乡镇街道 293 个、
社区 573 个。 8 个市、47 个县
（市、区）设立了社会组织发展
专项资金， 市县两级投入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资金 3927 万元，

扶持社会组织 571 个。
截至 2017 年底， 山东省共

登记注册社会组织 4.88 万个，
其中去年新登记 2900 多个，还
有 1.75 万个街道乡镇管理的社
区社会组织活跃在基层。

（据新锐大众）

上海：49家社会组织对接城乡社区治理项目
� � 近日， 上海社会组织服务
“三区”建设—崇明区“城乡社
区治理” 项目推介会在崇明新
城会议中心召开。

此前， 上海市社团局向本
市社会组织发出了《关于本市
社会组织积极服务“三区”建设
的倡议书》，呼吁全市社会组织

积极投身以“服务本市社区”、
“服务郊区”和“服务对口支援
地区”为主题的“三区”建设。

崇明区民政局聚焦助老、
帮困、 生态环保与民生服务等
方面， 在全区范围内遴选出了
10 类 30 个“城乡社区治理”项
目供市级社会组织申领。

会后，49 家市级社会组织
深入崇明区相关乡镇、村居实
地考察，全面了解乡镇、村居
情况和各个对接项目情况，并
结合自身资源，选择相关意向
项目进行深入对接、 洽谈合
作。

（据上海市政府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