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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两万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

“输血+造血” 激发内在组
织活力

“这里墙面重新刷了，店面
招牌也统一做了……”走在绍兴
市越城区高立社区的华滨路上，
记者不由眼前一亮，以前两旁店
面房乱摆摊、沿街商户占道经营
等现象严重， 不仅存在安全隐
患，还影响市容，如今都变好了。

原来，高立社区“五邻社”联
合会收集了商户房东信息，召开
房东商议大会，成立了“沿街业
主自治小组”。 自治小组每周定
期对店铺门前卫生情况及经营
乱象、安全隐患进行检查，根据
检查结果每月设立“红黑榜”，发
流动红旗并给予物质奖励，连续
3 个月被列入“黑榜”的商户，自
治小组有权收回店铺使用权。

住在高立社区滨江花园 65岁
的陆阿姨就是“沿街业主自治小
组”的一员，自治小组成立后，华滨
路店铺外立面整改，热心的陆阿姨
一户一户上门做工作，将每一户的
整改资金“众筹”起来。 陆阿姨说：
“我参加了唱歌、舞蹈、戏曲、调解
等自治小组， 业余活动很丰富，退
休后比上班时还要忙。 ”

“根据居民需要，我们社区成
立了 27个自治小组，包括沿街业
主自治小组、秩序维护自治小组、
公益宣传自治小组、 徐姐调解自
治小组等，有 300 多位居民，其中
经常参与活动的有 100多人。 ”高
立社区主任、 书记徐爱意说，“这
些小组都是居民自发成立并发展
起来的， 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也成了社区工作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华滨路的整改，如果
没有陆阿姨和沿街业主自治小组
帮忙， 不可能在几天内就把所有
商户的费用收齐了。 ”

但这 27 个自治小组也让徐
爱意苦恼过： 自治小组数量多、
人数多，统一管理难，又没有经
费。“打一个比方，这些组织都发
挥着作用，但几乎都‘贫血’，没
有造血功能， 不能发挥更大作
用。 ”徐爱意说。

在绍兴越城、柯桥、上虞、诸
暨等地，社区组织遍地开花。 其
中越城区有 100 多个， 外滩、高
立、书圣故里等社区的基层组织
多达 20 个以上。 这些社会组织
曾面临同一难题： 运作能力欠
缺、资金人才缺乏、社会购买力
几乎为零……

针对社会组织的“贫血”状
态，绍兴市通过“增能赋权”，激

活组织内在生命力。“‘增能’，就
是挖掘社会组织自身潜能的内
在动因，‘赋权’， 就是通过政府
的授权与政策支持，提升社会组
织服务能力，社会组织不仅需要

‘输血’更需要‘造血’。 ”凌芳说，
“通过对社会组织统一管理、引
进人才、公益创投等创新方式管
理，这些组织开始释放活力。 ”

“内孵+外引” 构建多元主
体格局

“老师， 这个单词怎么读”
……每天下午 4 时，绍兴市柯桥
区柯桥街道大渡邻里中心的“三
点半学堂” 就热闹起来，20 多个
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作业、看
书、画画等。

大渡社区有 6000 余户，30%
的家庭有中小学生，孩子放学后
去哪儿成了老大难问题，社区有
跳舞队、唱歌队、调解室等组织，
就是没有现成的教学组织，怎么
解决？ 经过多方商讨，社区决定
依靠“外力”，引进安渡公益教育
协会公益型社会组织，有效解决
了“校外教养真空”问题，获得居
民一致好评。

“三点半学堂”解决了孩子
托管问题， 邻里纠纷怎么解决？
老人们去哪里休闲……

据了解，柯桥街道在大渡社
区试点建立邻里中心，通过创新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并委托社会
组织介入项目运营。 在运营中，
柯桥街道探索出“三社联动”社
区发展新模式，使社区、社会组
织和社工三者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 中心不但设有社区服务中
心， 帮助居民办理各类登记业
务，还开设了图书馆、亲子会馆、
物业之家、 市民讲堂等场所，居
民们在社区内就可以享受到各
种各样的服务项目。

像柯桥大渡社区居民一样，
服务需求越来越多、服务质量要
求越来越高，社区和原有的社会
组织已经无法满足。 除了对已有
的社区组织进行自主培养与孵
化，“借用外力”也成为绍兴推动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
一大特点。 绍兴市目前已初步构
建了门类齐全、层次多样、覆盖
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调解类社
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展现“枫
桥经验”；公益类社会组织，承担
社会责任，弘扬“枫桥经验”；文
体类社会组织， 丰富居民生活，
拓展“枫桥经验”……

诸暨市枫桥镇试点村级社

会组织标准化建设，将社会组织
发展工作下沉一级，实行村级社
会组织“5+X”标准化建设，“5”即
引导各村成立乡贤参事类、平安
巡防类、乡风文明类、580（谐音
我帮你）志愿服务类、邻里纠纷
调解类五大类村级社会组织，

“X”即因村而异成立若干个性化
社会组织， 并分别制定标准章
程。“5+X”标准化建设推进以来，
改变了以往村级社会组织发展
不平衡、运作不规范、力量不集
中等问题。

合力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格
局，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从“政府
单一主体”向“多主体开放联动”
转变， 社会组织可以大有作为。
针对绍兴市情因地制宜，一个个
功能型品牌社会组织不断涌现。
位于柯桥区的“阿凡提工作室”
是浙江省首个少数民族矛盾纠
纷人民调解工作室。 该工作室自
成立以来，已成功调解维吾尔族
和其他居民的各类纠纷 10 余
起，促进少数民族积极融入社区
活动当中，成为调解类社会组织
的一个典型。 在上虞区等地，乡
贤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例子数
不胜数，“乡贤老娘舅”、 乡贤法
律援助等一批社会组织兴起，为
绍兴市收集社情民意、化解基层
矛盾贡献力量。

“引领+标准” 党员带头集
聚民心

“馅放多一些……”秋日阳
光透进特殊教育学校的食堂，落
在孩子们小心翼翼包饺子的手
指上……诸暨一米阳光志愿者
服务协会的会员拍下了这温暖
一幕，然后共享到诸暨党建云平
台。“一米阳光”负责人宣学军告
诉记者，协会是公益组织，他也
是一名党员， 除了医院的工作，
他也想发挥党员的作用。 协会党
支部在 2017 年 10 月建立， 虽然
只有 6 名党员，但在大大小小的
志愿者活动中，协会都要求党员
主动亮明身份并带头参加，这激
发了大家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
性。 每次活动结束后，大家还把
内容上传到诸暨党建云平台。 截
至 11 月 12 日，“一米阳光”的组
织力指数达到了 91.92 高分。

诸暨有注册和备案的社会
组织共 3288 家， 这些大大小小
的组织参差不齐，人数最多的超
过 14 万，小的组织只有 3 人。 怎
么让这些组织健康发展并更好
地发挥组织中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把党
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基
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末梢， 引领
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 ”凌
芳表示。 去年以来，绍兴市全面
要求社会组织在章程中增加党
的建设内容， 全市社会组织党
的组织已实现“应建尽建”，覆
盖率达 100%。

两年前，诸暨市委组织部联
合诸暨市民政局探索建立了一
套社会组织组织力指数动态评
价机制，并搭建社会组织党建云
大数据平台。 通过大数据的监
控， 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引领，建
立活跃度、规范化、覆盖率、影响
力 4 个维度的标准化评价体系，
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社会组
织发展自此有了“标准”，党员带
头作用凸显。

“有了评分标准，就有了合
格和优秀。 政府在公益创投上，
向组织力指数表现好的社会组
织倾斜。 对于表现不佳的，我们
进行清退。 ”诸暨市民政局社会
组织管理科负责人宣超介绍，今
年诸暨市民政局根据组织力指
数评价，直接清退了 100 多家未
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或没
有达到规范化管理的社会组织。
而表现优秀的“一米阳光”等多
个项目拿到了政府的公益创投。
同时，因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凸
显， 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了，
特别是在一些公益组织活动上
表现明显，每年参与人数都在成
倍上升, 一些受益群体也积极投
入到社会组织中，回馈社会。

“这里有冬衣 100 件”“手套
50 双”……前段时间，诸暨店口
的义工们忙坏了， 店口 10 多所
学校的孩子一起献爱心，孩子们
把自己穿不着的衣服等物品带
到学校，捐献给甘肃、西藏等地
的孩子。 负责人陈纪梁告诉我
们， 店口义工团队有 20 多名党
员，一开始只有 40 多名义工，现
在发展到注册人员达 129 名。

“我们每个月都定期组织义
工活动，协会后来相继开展了慰
问孤寡老人、济困助残、结对助
学等一系列爱心活动。 特别是暑
假‘小候鸟’夏令营，办了 5 届，
有 400 多名外来务工者子女受
益，这些子女的父母在空余时间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 学校的学生在老
师和家长的引导下， 也做一些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次冬
季捐衣活动就有上万名学生参
加。 ”陈纪梁说，店口义工现在
不仅帮助店口的弱势群体，同
时也参与了不少全省甚至全国
的爱心活动。“大爱无界，我希
望把店口的爱扩散到全省甚至
全国。 ”陈纪梁说。

壮大组织更好服务百姓

越剧团、调解室、书法协会、
健身俱乐部、养老协会、亲子协
会、保姆协会等，在采访中，笔者
时常感叹于社会组织的丰富多
彩， 从刚出生的孩子到退休老
人，似乎每一个都有关联的社会
组织，满足老百姓的多样需求。

笔者参加公益慈善组织已
10 多年了，从一开始大家不知道
义工是什么，到今天身边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进来，救助的对象也
从身边的白血病女孩到青海上
不起学的孩子，救助的人越来越
多，救助的范围越来越广，这也
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越来越强
大的见证。

与此同时，百姓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越来越多，仅仅靠相关政
府部门和身边的社会组织已经
难以满足，必须通过购买更加专
业的社会组织服务来解决。 另
外，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也碰
到了不少困难，比如社会组织成
员基本是兼职的，所有成员多是
利用休息时间来做事；再比如社
会组织往往没有足够的活动资
金，难以长期义务服务。

从绍兴的实践看，当地不少
社会组织遇到了人才培养、资金
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而政府都在
想办法解决， 通过引进人才、购
买服务、公益创投等多种形式来
为社会组织解决困难。 因为只有
社会组织越来越强大，才能为群
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越民生
公益组织在得到公益创投提供
的资金，做了更多更大型的公益
项目， 帮助更多的困难儿童圆
梦。 笔者相信，社会组织在基层
治理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效能。

（据浙江新闻）

儒岙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前几天，诸暨市越民生义工团负责人陈可英一下班，就打开诸暨市社会组织党建云系统，上传了 60
多名儿童去诸暨马剑“寻找非遗之旅”的活动资料。 “越民生”能发展到今天并不容易，陈可英说，2013 年成
立初期，遇到义工流动性大、管理难、活动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难题。 “如果不是政府的帮扶和引导，或许我
们团队早就名存实亡了。 ”

和“越民生”一样，绍兴近两万家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面临过不少棘手问题，如
管理培育不到位、碎片化效能低下、自我增能赋权能力不足等。

近年来，绍兴市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引领，通过构建社会组织的活力体系、多元体系、红色体系，
推动社会组织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这些社会组织是群众需要的，‘补位’基层公共服务供求
缺口，合力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绍兴市民政局
局长凌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