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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社区解难题 少不了我和你
� � 晚上 7 点钟的社区议事厅
里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共商社
区事情 ； 白天你来我往的社区
里， 遇上什么不方便的事情，给
便民热线打个电话，就能获得解
决 ；去街道办点事 ，不用像以前
一样找特定窗口特定人，一个社
工就能 “包圆 ”……针对新型农
村社区特点 ，近年来 ，江苏省常
州市围绕村居融合发展、城中村
环境建设、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治理服务形式创新等方面，进行
了积极探索，力求不断增强居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走进议事厅 有事好商量

“分类垃圾桶离我们楼太远，
能不能多设几个？ ”“我们常年不
在家，家里老人记不住怎么分类，
怎么办？ ”“想问一下志愿者团队
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 ”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 新北区
薛家镇中巷社区的“19:00 议事
厅”照例举行，当天的主要议题是
垃圾分类。 面对一些业主提出的
问题，社区书记、街道城管科工作
人员、小区物业分别答疑解惑。

“物业费收缴票据怎么开？ ”
“垃圾堆放场地清理由谁负责？ ”
“个别车辆长期占道怎么办？ ”翻
开厚厚的一本《19:00 议事厅议
事记录》， 里面详细记录了中巷
社区每一次议事厅居民反映的
问题及解决方案。

从商铺油烟噪音问题的解
决，到文艺作品创作奖励办法的
出台，从邻里纠纷、车辆管理，到
环境卫生、消防安全……不论大

事小情，中巷社区的居民们都可
以来“19:00 议事厅”说一说、议
一议。

对于议事过程中居民提出
的问题，社区会迅速督办，居民
在下周同一时间就能得到答复，
已办理、未办理或办理进度都会
给出相应的公示。 此外，社区还
会邀请主管部门派员到场，现场
答疑解惑，更加突出高效便民的
原则。

2019 年 2 月以来，薛家镇在
辖区 14 个农村社区普遍开展
“19:00 议事厅”活动，针对村民生
活中的难点、堵点，深入倾听意
见诉求，群商共治。

除了这里的“19:00 议事厅”，
常州其他地区也有类似议事机
制。 比如溧阳“百姓议事堂”、天
宁“民生茶室”、武进“民情气象
站”等，都是促进基层协商向经
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的重
要抓手。

同时，在常州市民政局的指
导下，各辖市区还深入培育挖掘
“新乡贤”和“乡贤文化”，因地制
宜制定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用
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解决群众
生产、 生活中的困难和矛盾，做
到“民事民治、民事民议、民事民
办、民事民评”。

遇上不方便 就找帮帮团

华胜社区，是金坛区一个居
民达 4700 多户、1.2 万多人的拆
迁安置集中区。 这里安置居住了
14 个自然村的村民。如今社区安
定祥和，“红色帮帮团”正是法宝
之一。 其下设问题收集团、法律
援助团、环境巡查团、假期帮学
团等 10 支团队， 现有成员 1000
多名。 他们各有所长，热心公益，
力所能及地为社区群众提供各
类服务。

有一次， 问题收集团成员李

平了解到， 通向华胜幼儿园的一
条临时便道一到雨天就泥泞不
堪， 给小朋友和家长的出行带来
困难。社区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
不久后，500米水泥路便修好了。

社区居民冯建民骑电瓶车
发生车祸，拨打“红色帮帮团”的
便民服务热线求助。 法律援助团
成员徐金亮律师受理了他的求
助，为他分析事故情况，梳理案
件主要证据，并主动担任他的诉
讼代理人。

“红色帮帮团” 成立以来，收
到社区居民反映行路不便、 管道
堵塞等各类问题建议和求助服务
300 余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红
色帮帮团”成员们主动处置的。

有了社区自治管理的模式，
居民们逐渐由“要我参与”变成
“我要参与”，上千起矛盾纠纷就
地化解，没有出现一起“回炉”或
越级上访现象，社区精细化管理
水平有效提高。

这些年，针对新型农村社区
特点，常州市民政局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发展的意见》， 鼓励基层单位大
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围绕村民
融入、留守老人关爱、文明习惯
养成等开展活动。 截至目前，常
州市共有社区社会组织 7981
个，平均每个社区达到 7.7 个。

办事没头绪 去问小百科

“小李啊，你帮我看看，这个
大病救助怎么申报？ ”“小李，我
的残疾证到期了要怎么申领？ ”

在新北区三井街道府新社

区，居民来办事，已经习惯性地
先走到第三张桌子前询问，这是

“全科社工”李一丰的办公桌。
去年，常州市民政局在全市

开展“全科社工”服务标准化窗
口建设：将原先专人专岗、一专
多能的社区工作模式，转化成全
科全能，即一位社工帮居民办理
N 项业务，并将“一人受理、全程
办理”后节省下来的人力融入社
区网格化管理，打通服务百姓的
“最后一公里”。

以往， 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条
线分工，民政、社保、残联等每条
线都有一名专人负责。 这样虽然
职责清晰、政策熟悉，但是如果对
口社工不在岗位时， 其他社工无
法接替工作，居民就会“跑空趟”。

在全新的工作要求下，李一
丰一下子成了居民公共服务的

“小百科”。 除了日常的网格管
理，他几乎要熟悉社区所有条线
的事宜，以便能在第一时间为居
民服务。

前一阵，一位居民向李一丰
咨询大病救助的事宜。 通过前期
的“补课”和实战，再加上实地走
访了解情况，他很快就为居民提
供了救助方案。

一直以来，社区作为基层最
小单元，承担着各种职能。 常州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常州
将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统
一要求、规范设置、立足实际、注
重实效”的原则，形成“一号申
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全
科社工”服务模式，探索具有常
州特色的“全科社工”服务品牌。

（据《人民日报》）

扶贫助农相结合 公益基金交完美“答卷”
———访新力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严润辰

� � 经过 8 年持续奋斗，近 1 亿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国脱贫攻
坚事业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
看的重大胜利。 其中，企业和社
会组织的参与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日前，上海新力公益基
金会（以下简称新力公益基金
会）副秘书长严润辰接受记者采
访，对近年来的脱贫攻坚工作进
行总结分享。

据严润辰介绍， 新力公益基
金会是新力地产发起的企业基金
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探索实践。
2019 年，新力公益基金会在江西
省民政厅、江西省扶贫办、共青团
江西省委的指导下开展产业扶
贫、养老扶贫、教育扶贫，并与江
西各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扶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新力公益基金会通过开展产业
扶贫， 发挥贫困地区自身优势，
高效精准地带动贫困地区致富。

严润辰介绍说：“产业扶贫
的探索主要是帮助当地落地合
作社， 通过职业技能的培训，培
养一批有能力的致富带头，并带
领当地农户共同致富。 重点主要

是两头：一是主抓生产，通过农
业经营主体孵化、产品品质深耕
管理、农技农资服务配套升级等
工作，提升当地农业生产；二是
抓销售，从底端批发市场到专项
渠道输送、企业定向采购、超市
入驻等，打造闭合式的供应链销
结构。 ”

经过不断探索，新力公益基
金会产业扶贫项目取得了亮眼
的成绩单。 严润辰说，新力公益
基金会在江西石城、井冈山分别
建立了白莲基地和蜜柚基地。 新
力公益基金会坚持“以人为主”
为核心战略，聘请专业种植技术
人员培训农户职业技能，提升专
业种植能力。 两年来白莲年产量
从一亩地大概 50 斤， 提升到一
亩地年产量约 120~150 斤，实现
年产值超 200 万元，大大提升了
农户的增收。

“其实我们在贫困地区成立
合作社不是完全去赚钱的，而是
为所有的社员提供农机服务。 原
来农户都是自己种自己的田，自
己买自己的种子，风险也需要自
行承担。 但加入合作社后，我们

把社员全部统一， 集体采购种
子、肥料，这样会比原来成本降
低近百分之二三十，农资服务取
得巨大优惠， 帮助农户降本增
效。 ”严润辰进一步介绍说。

社会组织通过发挥公益力
量优势，可以链接动员更多社会
资源，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而
企业和公益力量的联合，能够产
生“1+1>2”的效果。

接下来，新力公益基金会在
做实产业扶贫的基础上，将重点
关注养老、 教育扶贫等领域，并
加大力量积极呼吁社会组织共
同来参与扶贫事业。

“养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社
会公共议题，城市是这样，农村
亦是这样，在农村能在养老机构
的养老老人不超过 1%的比例。
所以我们在江西建设了农村半
失能老人的看护示范专区，并对
当地进行专业培训，为当地提高
养老服务标准。 ”面对当前我国
的养老痛点，严润辰提出了新力
公益基金会的破解方案。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新力公益基金会打出了教育扶

贫的“组合拳”，希
望凭借基金会的资
源优势， 协同各组
织机构向消灭代际
贫困发起总攻。 据
介绍，目前，新力公
益基金会在江西捐
建了希望教学楼与
新力希望小学，并
与共青团江西省委
共同合作了“宝贝
出村”。 围绕着江
西 11 个地级市 ，
组织 3600 多名学
生， 到就近的城
市游学 。 通过游
学的形式来增长
自身阅历 ， 从而
在他们心目中种下
一颗对未来抱有期
待的种子。

谈及基金会的
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严润辰认
为，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
一定要履行社会责任。 基金会与
集团是密不可分的，集团每年会
捐献资金通过基金会来做一些

公益项目回馈社会。 未来，集团
也会共享出很多资源，共同落地
更多的公益项目。 企业的良性发
展离不开市场，只有市场越来越
好，企业才能健康发展。 （皮磊）

华胜社区志愿者开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