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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会服务机构参与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基线调研报告》发布

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区环保面临多重困难
社会服务机构根植于基

层社会， 多年来在社
区环保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已
成为社区环保工作中的重要力
量。 那么，他们目前的发展状况
是怎样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什么
样的支持呢？

近日 ，《北京市社会服务机
构参与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基
线调研报告》发布。 本次调查研
究由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
指导，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
中心及其运营方北京协作者联
合万科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旨
在了解机构在社区环保工作中
的角色和作用，机构参与社区环
保工作的现状、 需求和挑战，为
更好地支持机构参与社区环保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报告显示，社会服务机构参
与社区环保工作存在资金不足、
资金渠道单一、角色定位不清晰
等挑战。

调研显示，76.09%的机构表
示需要资金支持，其中 50%的机
构认为资金获取困难。造成机构
筹资困难的主要因素是针对社
区环保项目的政府购买、基金会
和企业资助的机会和数量少。

社会服务机构
可发挥多重作用

社会服务机构在社区环保
工作中可以做什么？

第一， 报告显示，81.97%的
受访者认为机构可以在社区环
保中发挥评估识别社区需求的
作用，使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
形式更加贴合社区需要。

由于机构的服务主要落地
在社区，因此会与社区居民产生
密切联系，通过与社区居民的深
度沟通，了解社区的问题，发现
居民的真实需求，并根据社区居
民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
方案开展服务。

另外，机构可以根据居民和
社区的需求，选择喜闻乐见的形
式进行社区环保活动，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并且活动方式贴近
公众需求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参
与度。

这也是基层政府愿意与社
会组织合作的主要原因，相比较
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单位，有受访
的街道干部表示，机构在基层服
务“相对较少的出现一些硬性的
干扰，社会组织可以根据社区的
情况， 发挥他们自己的作用，解
决社区出现的实际问题”。

第二，86.89%的受访者认为
机构可以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
到社区环保工作。

社区环保工作最终要落地社
区，需要动员社区居民的参与。 机
构的服务对象是人， 其主要作用

“是对居民的动员，以及这种需求
的反馈和跟进传达这样的一个过
程”。 在开展社区环保工作中，公
共服务存在一些难以满足社区居
民需求的情况， 而市场服务也因

为其具有的逐利特性而不便作
为。 机构作为非营利性的组织，其
服务的开展具有公益性质， 可以
聚焦公共利益， 有效沟通利益相
关方， 协调各方高效参与到社区
环保工作中。 机构的协调作用还
表现在促进利益相关方如居民、
物业和居委会等相互理解， 相互
配合达成共识。

第三，68.85%的受访者认为
在社区环保工作中，机构可以起
到推动政策完善和落实的作用。

政策是引导各方开展社区
环保工作活动的指引，机构一方
面以其专业理念与能力，可以更
好地通过服务将政府关于社区
环保的政策落到实处，另一方面
发挥扎根社区、实践经验丰富的
优势， 及时发现需求和问题，将
经验和问题总结起来，协助政府
完善政策。

第四， 机构还可以发挥服
务创新的作用， 提升居民参与
积极性。

机构开展社区环保活动的
内容较为丰富， 涉及到垃圾分
类、旧物改造、垃圾减量、社区绿
化、节能、节水、污水处理及环保
组织培育、社区环保相关研究等
多个方面。 其中，88.52%的参与
过社区环保的机构参与过垃圾
分类工作。 同时，机构参与社区
环保工作的形式相对多样，涉及
到宣传教育、志愿服务、志愿者
队伍培育、社区组织与动员等多
种形式，丰富的社区环保内容以
及灵活多样的形式可以带动更
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环保活动
中来。

第五，机构可以发挥社区教
育的作用，促进社区环保效果可
持续。

机构具有社会性和志愿性，
因其专业的工作方法，可以针对
不同人群的特点进行社区教育，
促进居民环保意识的提升和环

保习惯的养成。发挥社会监督作
用，促进对社区物业和服务单位
的自律建设。

第六，机构可以发挥社会监
督的作用，保障社区环保工作成
效。 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可以
提高社区居民的自律和互助意
识， 把条例有效地落实到社区、
到家庭、到个人。 社区社会组织
的成员大多是社区居民，其他居
民往往出于情面，更能参加到社
区环保工作中。

社区环保工作
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社会服务机构可以在
社区环保工作发挥多种作用，但
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面临着很多
挑战，例如资金不足、资金渠道
单一、角色定位不清晰等。

首先， 寻找落地/合作社区
困难，难以提供有效的社区环保
服务。

37.7%的机构表示， 在参与
社区环保工作时，自己目前没有
可以稳定开展服务的社区。导致
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
个：一是机构缺少与社区建立联
系的经验和技巧；二是社区对机
构的工作性质以及专业性认识
不足；三是社区环保项目的时间
周期普遍较短，机构难以与社区
建立密切联系。

其次，缺乏社区环保工作能
力和经验，社区动员效果较差。

调研显示，50%的机构是在
2019 年前后参与到社区环保工
作中来，54.1%的机构每年开展
社区环保活动不足 5 次。较短的
社区环保参与时间以及较低的
活动频次导致机构缺乏经验和
能力的积累。

经验和能力的缺乏还表现
在居民动员方面。 83.61%的机构
开展的单次活动影响人数为 50
人以内，34.43%的机构开展的单

次活动参与人数不足 10 人。 此
外，机构动员居民效果差也有客
观的因素。 比如有受访者提到，
现在的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
时间不同，很难在统一时间动员
到大量的社区居民参与。

再次，工作效果局限于短期
成效，难以建立长效机制。

调研发现，机构参与的社区
环保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工
作的短期成效显著，但效果难以
长期保持。其背后是居民的环保
意识并未发生真正的转变，未真
正养成社区环保的习惯。导致该
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项目周期
较短，且当前对社区环保工作成
效的评估主要是结项评估，多采
用活动的次数或参与的人数等
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对于
短期效果和量化指标的过分追
求可能会导致机构对长远的改
变关注度不够。

机构急需资金
政策等多方面支持

上述问题怎样才能得到解
决呢？报告对社会服务机构参与
社区环保工作需要更多资金、政
府、社区、人力资源等多个方面
的支持。

资金支持方面， 调研显示，
76.09%的机构表示需要资金支
持，其中 50%的机构认为资金获
取困难。造成机构筹资困难的主
要因素是针对社区环保项目的
政府购买、基金会和企业资助的
机会和数量少。 同时，机构还需
要项目经费应与项目任务量相
匹配，以及更多的筹资信息及渠
道两方面的支持。

资金支持方面， 调研显示，
73.91%的机构认为自己需要政
府支持，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政
府购买服务资金支持、相关免费
或优惠场所的使用、有效落实相

关政策、引荐可以落地、合作社
区等方面。

机构对政府购买项目需求
程度很高，同时机构需要项目资
金预算中允许有明确的款项支
持机构自身发展。目前政府购买
服务的经费分配，对于机构执行
项目的管理费用和人力成本比
例限制较为严格，难以支持机构
自身成长。

另外，在机构初创期，各种
资源都是相对短缺的，其中租赁
办公和服务场地空间的成本是
机构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有受
访者表示，政府可以协调各类公
共空间向机构免费或优惠提供，
供开展社区环保工作使用。

对于初创期的机构而言，
对接社区是比较有挑战的一件
事情， 尤其是没有政府背书的
情况下， 陌生拜访的失败率相
对较高。 最需要的是促进社区
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社区环保
服务的政策， 其次是促进政府
购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环保服
务项目的政策。 也就是政府在
政策层面明确给到的资金支
持， 同时明确机构在社区环保
活动中的角色定位。

社区支持方面，71.74%的机
构认为自己需要落地、 合作社
区。获得平等的对话机制与工作
内容匹配的项目周期。

人力资源支持方面，73.92%
的机构表示自己在参与社区环
保工作中需要人力资源支持。其
中，最需要专业技术型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

技术型工作人员主要指可
以开展社区环保专业服务的工
作人员。 而社区环保工作“比较
繁琐”，志愿者的加入很大程度
上可以缓解机构人手不足的情
况。 机构尤其需要有社区环保
经验的志愿者参与， 以节省培
训成本。 （苏石伟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