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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打造“五社联动”新型社区治理机制

今年以来， 宜宾市江安县江安镇
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
区社会组织为载体、 社区志愿者为辅
助、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建立了

“五社联动”新型社区治理机制。 该机
制以党建为引领，“多元平台”为支撑、
“三项机制”促发展，坚持“四治并举”，
促进了“五社联动”。

“多元平台”为支撑，是指线下的
江安镇社区治理支持平台和线上的
“五社联动”创新机制平台。 线下平台
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区志愿
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作用，以江安
镇居民需求为导向， 联动多方力量开
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促进居民自治
与管理；线上平台包含可视化系统、社
会组织管理、社工管理、志愿者管理、
社会资源管理、项目管理等。 结合智慧
科技技术，建立线上积分系统“电子存
折”，实现居民的志愿者报名、活动参
与、积分记录、积分兑换等功能，结合
社区资源实现志愿服务变现。

“三项机制”包括社工站建设和运
营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及运营机
制、社区社工人才培育机制。 持续推进
社工站建设及运营、 社区社会组织的
规范化和专业化， 提升基层专业社工
持证人数。

“四治融合”是以德治为本、自治
为基、法治为抓手、数治赋能，积极发
挥镇党委政府核心领导作用， 引导社
会组织、社区工作者、社会慈善资源、
社区居民联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据介绍，通过该机制，江安镇实
现平台精准管理、 组织精准孵化、群
众主动参与、服务全面到位、矛盾化
解及时、应急管理迅速、网格管理完
善、供需精准匹配、资源对接高效、宣
传定位精准，形成“社区、社会组织、
社工、志愿服务、公益慈善”联动发展
的模式，“五社联动” 格局基本成型，
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
治理格局。

（据人民网）

内蒙古：
“五社联动”助力社会治理精细化

近年来，为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鄂尔多斯市
康巴什区通过“五社联动”、 网格发
力、数字治理、品德积分等方式，不断
探索践行以“政治”为引领、“自治”为
基础、“法治”为保障、“智治”为支撑、
“德治”为先导的“五治”融合的社会
治理路径。

五社联动 增强治理大力量
康巴什区紧密围绕平安鄂尔多

斯、康巴什“市民福祉中心”建设目
标，立足社区,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
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
辅助， 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构
建“五社联动”模式。

“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是参与
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五社联动进一
步壮大了社区治理参与力量， 有效促
进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成长，
有效引领其参与社区治理。 ”康巴什区
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小梅说。

据介绍，“五社联动” 构建以来，
康巴什区通过“政、校、企、社”四位一
体培养专业社工人才，下辖 4 个街道
19 个社区， 拥有登记注册社会组织
116 家， 平均每个社区有 15 名社区
工作者开展服务。 同时，康巴什区积
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2019 年至
2021 年， 累计投入资金 352 万元购
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主要涉及社区
社会组织培育、老年人关爱、流动人
口关怀等暖心项目。

当前，社工常态活跃在康巴什区
各个社区，关爱留守儿童、情系空巢
老人； 志愿者积极宣传垃圾分类知
识、热心公共事务；社区慈善基金温
暖困难群众……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也越来越充盈。

网格发力 构建便民“幸福圈”
依托五社联动模式，康巴什各个

社区的精细化治理工作开展得有声
有色。

以流动人口占比高达 99%的悦
和社区为例， 由于是公租房社区，居
民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和家庭，住户
多、老人多、儿童多，治理工作难度
大。 社区为了让每一个住户都能感
受到“吾心安处是吾乡”，将网格员的
作用发挥到了最大。

据了解， 网格员包括专职网格
员、行业网格员和兼职网格员。 社区
通过网格员的精细划分，把物业工作
人员、派出所民警为社区居民服务的

积极性都调度起来；同时发挥退休党
员的积极性， 选任“睦邻党群联络
员”，居民有需求、有矛盾先去找“睦
邻党群联络员”， 联络员解决不了的
问题上报网格员，还解决不了就找社
区书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家
门口得到妥善处理。

为了让居民更能感受到社区大
家庭的温暖， 悦和社区创新开展了

“共享奶奶”“共享爷爷”“共享课堂”
等“温暖共享”项目，设置“红暖悦和”
“温暖集市”“暖暖相伴”“情暖小屋”
等 5类“21℃暖”服务项目，通过资源、
财力、人力的共享，丰富居民文化生
活、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营造“此
心安处是吾乡”的家园情怀，让社区
居民住得舒心、过得开心、暖得温心。

创新体制 打造治理新模式
康巴什区不断加强党建引领，创

新社会治理机制，在鄂尔多斯市率先
成立“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指导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注重
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及化解。

为规范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康巴
什积极建设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与
综治中心一体化，出台《康巴什区矛盾
纠纷联排联化工作办法》，明确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的主体、 方式、 流程和时
限，构建各职能部门横向联动、区、街
道、 社区纵向贯通的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工作体系； 建立层级化网格管理体
系，组建由网格长、专兼职网格员组成
的网格服务队伍,发动广大网格员走家
串户， 排查了解各类群众诉求和矛盾
隐患，实现服务全域覆盖,使群众“有话
跟网格员说,有事找网格员办”，从根本
上预防、减少和消除矛盾。

同时，依托“多多评·码上生活”
平台， 设置“我的社区”“我的事件”
“投诉建议”“邀您参与”等功能模块，
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居民通过平
台可便捷地与社区网格员、 网格民
警、 物业服务人员等进行沟通联系，
或通过“我的事件”“投诉建议”等功
能模块直接反映各类问题和诉求。社
区网格工作队伍对通过平台上报的
各类问题诉求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处
置不了的由专门机构第一时间受理、
转办、反馈，并对相关单位办理情况
进行督促督办和动态跟踪,确保群众
反馈的意见建议有人听、有回音。

社区智能综合服务平台还创新性
地开发了市民积分系统， 设置物质积

分和品德积分
两种类型，物质
积分可用于线
下消费，品德积
分则主要用于
对市民行为进
行客观评价，进
一步调动群众
参与社会治理
的积极性，提升
群众道德素养。

（据新华社）

陕西：
“五社联动”助力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

日前，陕西省民政厅印发了《关于
实施“五社联动”助力基层治理和乡村
振兴的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在总结陕西省“四社联动”
工作实践的基础上，要求进一步统筹社
会力量在社区治理中的协同作用，推动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和开
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
动”机制，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方案》指出，通过实施“五社联动”
试点，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全面
完善，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提升综合治
理能力，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助力常态
化疫情防控，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此次试点工
作的总体目标包括三方面：

一是建立市级“五社联动”工作机
构、县级社会工作服务总站、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社区（村）社会工
作服务室四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完善
市县乡三级培训机制，提升基层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能力水平。

二是试点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
务站实现规范建设， 各项制度健全，驻
站人员不少于三人， 面向辖区内居民，
开展需求调研、制定服务计划、链接社
会资源、提供专业服务，将专业社工服
务有效延伸到村（社区），打通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米”。

三是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队
伍发展壮大， 到 2023 年底每个城市社

区社会组织达到 10 个以上， 每个农村
社区社会组织达到五个以上（其中服务
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占比超过
50%），“社工+志愿者”联动模式得到普
遍推广，各类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
持续化、常态化、规范化。四是试点乡镇
（街道）及所辖村（社区）普遍实施慈善
“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探索设立慈
善基金，助推乡村振兴。

根据该方案，2022 年至 2023 年为
“五社联动”试点阶段，主要聚焦社会救
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社区治理、社
会事务、平安建设、乡村振兴、疫情防控
等领域，开展专业服务。 2024 年开始，
陕西全省全面推行“五社联动”， 乡镇
（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实施服务项目
过程中，以城乡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
者为支撑、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
者为补充、社会慈善资源为辅助，助力
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据了解，结合陕西省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服务站建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培育发展水平和政府购买服务力
度等实际，陕西将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
原则，逐步推动“五社联动”的全面实
施。其中，省级首批支持 25 个试点县实
施“五社联动”，省民政厅将对 25 个试
点县（市、区）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
试点县（区、市）通过购买省市县社会工
作类社会组织服务，指导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服务站开展“五社联动”，培育提
升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支持经费
主要用于承接服务单位或组织的人力
成本支出。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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