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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社会组织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电梯修好了，上下楼再也

不担心了。 ”“岂止是电梯，小区
的垃圾清理干净了，下水管道也
通了， 连空气都清新多了。 ”近
日， 记者走进成华区锦绣社区，
正好听到居民们畅聊社区的变
化。从他们口中，记者了解到，曾
经问题多多的锦绣东方小区变
得干净有序，曾经矛盾不少的小
区也变得更加和谐。“小区变化
这么大，与社会组织的参与密不
可分。 ”锦绣社区书记陈芬告诉
记者，近年来，在社会组织的参
与下，锦绣东方小区逐步培养起
邻里守望互助的氛围，有了矛盾，
居民们也能协商解决，“社区发展
治理的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

事实上，锦绣东方小区的改
变正是成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
所带来变化的一个缩影。资料显
示，到 2017 年底，成都依法登记
的社会组织已达 1.1 万个、备案
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达 9600
个，这些社会组织的参与也推动
和提升了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的
水平。

社区自组织
参与解决实际问题

锦绣社区老人不少，其中还
有很多空巢及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 依靠外部组织的临时帮助，
很难解决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所面临的问题。 于是，居民蒋祖
恩在退休后发动小区的退休老
年人组成“蒋姐姐助老服务队”，
专门向生活困难及独居的老人
提供服务。 目前，该团队已发展
到 50 多人， 队员平均年龄超过
50 岁。

记者了解到，服务队的志愿
者在为其他老人提供服务的同
时，也相互帮助，社区出现问题，
他们也参与共同协商。“服务队
服务大家，深受居民们喜爱和信
任，居民之间发生矛盾了，也愿
意找服务队帮忙调解。 ”陈芬说，
在锦绣社区，这样的服务队还有
很多支。

类似的还有武侯区玉林街
道黉门街社区的“奶奶的厨房”
项目。“这也是社区内的低龄老
人帮助高龄老人的一个活动。每
周星期三，社区里的老人们都会
聚集起来，大家一起动手，做一
顿可口的‘爱心午饭’。动手做饭
的都是五六十岁的低龄老人。 ”
黉门街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成都社会组织学院常务副
院长雷伟春说，“蒋姐姐助老服
务队”和“奶奶的厨房”项目团
队都属社区自组织的一员，其
成员也多是社区的居民，“这样
的社区组织不仅能解决社区实
际问题， 构建起社区参与式互
动体系， 还能起到宣传示范作
用， 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
的治理中”。

广泛参与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是社区发展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增强居

民认同感、归属感，提升居民的
社区发展治理能力。 ”雷伟春介
绍，在这一领域，成都市同行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同
行社工”） 在武侯区凉水井街社
区营造的凉水井文化项目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

同行社工根据“饮水思源，
奉献之泉”这一主题，广泛调动
凉水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
营造。 其间，老人给年轻人讲凉
水井的故事，年轻人用钢笔画画
出凉水井老街景，就连外国留学
生也对凉水井的故事有了兴趣，
纷纷前来帮忙。“同行社工通过
这一行为的倡导，让居民以自身
的集体行动， 挖掘社区文化，形
成了良好的互动氛围，让居民对
社区有了更好的认同。 同时，项
目增强了居民的自治意识，提升
了居民社区治理能力。 ”凉水井
街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成都市相关负责人进一步
指出，近年来，成都市大力实施
社区总体营造项目，每年投入支
持社区营造的资金超过 15 亿
元，他说：“未来，我们也会加大
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将越来越多
的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
接。 ”

提升社会组织专业性和能力

小林是龙泉驿区的一名困
难儿童，其家庭经济困难，心理
状况也因家庭变故而变得非常
糟糕，被纳入帮扶项目后，同行
社工很快就组织了众多社会力
量参与帮扶：3 个社工提供服
务，1 个心理咨询师提供治疗，7
中学生到小林家的葡萄林提供
爱心葡萄采摘和家教支持，企
业也愿意将自己的工会活动搬
迁到葡萄园举办， 并向小林家
提供资金……在众多社会力量
的参与下， 小林的状况得到极
大好转。

“集合大家的力量，才能真
正改善困难群体的状况，而如此
多的社会力量相信同行社工，愿
意将资源投入我们的项目，源于
同行社工的公信力和专业化。 ”
同行社工理事长代曦解释。

据介绍， 同行社工在专业
方面要求一直很严格， 非常重
视对社工的专业化培训。 在资
金运用上， 同行社工坚持管用
分离， 即捐赠的资金由拥有公
募资格的基金会管理， 资金的
用途则由同行社工决定。“如我
们帮助的困难学生住院了，相
关资金就由基金会直接转账给
医院，没有用完的资金，也由医
院直接退回基金会账户， 从而
让捐款人清楚了解资金的用途
和去向。 ”代曦介绍。

雷伟春告诉记者，成都社会
组织学院还将打造社会组织参
与社区治理平台、社会组织党建
研究平台、共享合作平台和示范
基地平台，多措并举，全面提升
成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发展治
理的能力。

（据《成都日报》）

� � 近日， 天津市社会组织党
委召开天津市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优秀创新案例工作交流
会。 市企业家协会党支部、市
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天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研究
院党支部和市商务行业社会
组织党委负责人代表获得优

秀案例的党组织或优秀组织
奖单位交流发言。

今年 5 月， 天津市社会组
织党委面向全市开展了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创新案例征集
活动，共征集党建工作创新案
例 65 个。这些案例从 6 月底至
8 月初， 通过天津市社会组织

管理局网站予以选登。 根据参
与单位和案例情况，经过自下
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差
额遴选、优中选优的方式进行
推选，最后确定了 30 个天津市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优秀创新
案例。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广西：建立工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管理机制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
民政厅、 人社厅近日联合出台
《关于加强工会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要求建立健全
工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管理机制， 推进工会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规范化建设，
力争到 2020 年自治区、 市、县
三级工会系统均配备有工会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
对于工会社会工作岗位

的设置，《意见》明确各级工会
要根据工作需要，特别是工作
范围内的企业和职工的数量、
结构和集聚状态以及劳动关
系状况等，聘用工会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 ， 主要在街道 (乡
镇 )、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
城乡社区工会、区域 (行业 )性

基层工会联合会、企事业单位
工会，职工服务（困难职工帮
扶）中心（站点）、园区“职工之
家 ”、 职工法律援助机构 、
12351 职工服务热线、 其他工
会企事业单位等工会服务职
工工作机构，以及其他职工服
务类社会组织设置岗位、配备
使用人才。

（据《工人日报》）

重庆：鼓励民营企业兴办养老事业

� � 一是出台政策鼓励引导。
制定出台《重庆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
意见》《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22 件民生实事工作
方案的通知》《重庆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
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事实
意见》等 18 个养老服务政策文
件， 完善了支持民营经济参与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制度措
施， 建立了扶持社会办养老机
构政策体系， 把适合市场承担
的养老服务交给市场， 鼓励引
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二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设
立营利性养老机构“先照后证”登
记制度，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营
利性养老机构，可依法在其登记
管理机关管辖范围内设立多个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服务网点。 放

宽投资准入，鼓励支持外商投资
兴办养老机构，其设立的养老机
构与国内投资者享受同等优惠
政策。

三是优化审批流程。 申请
设立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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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
意。 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实行
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养老
机构服务收费管理机制。 对于
民办营利性养老机构， 服务收
费项目和标准由经营者自主
确定。 对于民办非营利性养老
机构， 服务收费标准由经营者
合理确定。

四是提供资金扶持。 提高
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补助标
准， 对新增和租赁床位分别给
予每张 10000 元和 5000 元的

建设补贴。 大力扶持规模化、品
牌化、 连锁化的养老服务企业
（社会组织）。 今年，全市计划新
增 30 家社会办养老机构，打造
2 家品牌连锁养老机构。 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养老机构 1400
所， 其中公办福利院 67 所、敬
老院 948 所、 社会办养老机构
385 所。

五是提供大数据信息化支
持。 全面启动“智慧养老”“智慧
社区”信息平台建设，全市已建
立 40 个区县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信息平台、821 个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站）、近 1000 条社区信
息服务热线， 实现社区服务全
覆盖，形成“区县平台+社区服
务实体店+社区信息热线”的养
老服务网络， 为民营企业兴办
养老事业提供信息化大数据支
撑。 （据民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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