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与创新! 迈向人民美好生活的静安公益创投

一年一度的静安公益创投大赛在 !

月底的静安区 "## 秀举行!这不仅是一

场公益创投项目路演的盛宴!更是一场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演练" 静安区

是上海第一个设立公益创投基金的区!

经过五年发展!不断进行政府购买服务

的制度和机制创新!形成了#政府引导$

平台支撑$社区对接$社会创新%的公益

创投模式!成为上海公益创投的排头兵

和领军者" 具体地说!静安公益创投有

如下几大亮点&

第一!价值的引领性' 静安公益创

投在以服务对象需求为本的基础上!鼓

励社会组织通过观察 $访谈 $参与等方

法 ! 通过专业判断社区居民需求的重

点$痛点$难点!进一步明确(为谁服务!

解决什么问题$创造什么价值%!追求与

国际静安相匹配的人民美好生活目标)

这既是社会创新的起点!也是在以往公

益项目以需求为本的价值升华"

第二!项目的创新性" 社会创新对

于公益项目的意义在于用有价值关怀

的心去感知别人尚未发现的社会问题

和需求 !聚焦人民美好生活 !激发积极

的动机去设计公益项目!运用新的方法

实验并实施!从而增进人们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静安公益创投获选项目!如(爱

传递*再生电脑教室%项目!在项目需求

评估+项目设计$实施准备$资源整合以

及成功指标方面都体现了社会创新的

基本要素的挖掘和建构"

第三!服务的专业性" 一般来说!政

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因为社会组织的服务专业性" 从另

外一个角度看!服务的专业性也是公益

创投项目的生命力!是项目能获得社会

效益的专业保障" 静安公益创投项目引

进督导团进行陪伴式的专业辅导!即项

目全过程有公益资深人士对其督导!这

保证了在创新设计上能对接民生服务$

社区治理以及公益支持的需求!也保证

了在项目的实施过程支持和指导服务

创新的落地$监测和督导项目的服务质

量和进度等"

第四!成效的影响性"静安公益创投

还特别注重公益理念倡导$服务推广$公

众动员$效果传播等!致力增强公益创投

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在公益创投项目路

演中! 运用新媒体的直播扩大公益大赛

的知晓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总结项目

经验进行宣传推广, 在项目完成后进行

项目成果评选!历练品牌项目)

此外! 静安区社建办还为公益创投

项目的立项$大赛$采购$实施$评估等流

程环节提供全方位支持)总之!静安区的

公益创投不仅是公益创新! 更是社会治

理的社会创新$服务创新$协同创新)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专版

让公益创投活动成为社会创新的"孵化器#

聚焦发展需求$ 精细制度设计$ 注重品牌打造

多管齐下
确保创投项目接地气

近年来! 静安区社建办多管齐下!鼓

励社会组织深耕社区!激发社会组织创新

活力!确保各类公益项目接地气"受欢迎#

!"#$ 年起!静安区将涉及$为老%青

少年"助残"救助帮困"其他公益&等传统

民生服务的项目统一归类为 $民生服务

类&!与$社区治理类%公益支持类%其他

公益类&一同作为$常规服务项目&的子

类别! 有的放矢地开展创投项目征集工

作#同时增设$重点聚焦项目&!每年通过

$区委区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两代表一

委员提案&$民政等政府职能部门民生需

求调研& 等渠道收集形成重点议题的清

单!经分类研判后形成重点聚焦项目!有

针对性地向社会组织发起项目征集活

动# 以 !%&$ 年创投项目征集为例!活动

设置了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推动社区

自治共治'社区营造(%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三大议题方向! 再通过细分最终确定

为六大重点议题! 具体为垃圾分类可持

续服务%业委会专业化服务%社区空间微

更新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企业和白

领服务和$双创&人才服务#

确保资金投入 ! 区财政每年设立

&'%% 万专项资金!作为培育和扶持社会

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制定并实施)静安区

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及配

套文件! 并根据实际需求逐步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 公益创投活动资助作为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年至 !%#' 年期

间每年投入资金 (%% 万元! 占专项资金

总额的 !%) ,!%&* 年起每年投入资金

'%% 万元!占专项资金总额的 (%)+专项

资金对创投活动的持续投入! 为大力发

展创投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这些

措施的有效实施! 激发了社会组织公益

人才专业化发展的积极性! 更带来创投

项目申报数的明显增长---!%#$ 年静

安区公益创投大赛启动的一个月内就征

集到 #+, 个项目!比往年翻了番+

严把!四关"

力求精准筛选

公益创投项目征集数量倍增的同

时!项目筛选的工作量也相应增加+如何

在有限的时间内筛选出社区真正需要!

又能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为此! 静安区社建办提出严把 $四

关&---

$大浪淘沙&预审关+ 由区社服中心设

立创投监管团队审核创投项目申报材料+

$慧眼识珠&初审关+ 初审由项目陈

述%评委提问%现场答辩三部分组成+ 由

高校学者% 相关专家等组成的专业评审

团!最终遴选出 '%)左右得分排名靠前

的项目进入终审+

$好中选优&终审关+ 终审各环节工

作以项目路演的形式展开+ !%#' 年起!

终审环节还增设了晋级辅导板块+ 凡是

通过初赛的公益创投项目都可以进入

$晋级训练营&! 由专家导师提供 $一对

一&贴身指导!$修补&项目中不尽如人意

之处+ 考虑到这些专家最了解每个项目

的创新点以及运营团队成熟度! 因此在

决赛环节! 主办方还将参与 $晋级训练

营&的专家评价计入项目分数+

$依法合规&资金关+ $闯关&成功的

创投项目!由区社服中心%承接创投项目

的社会组织和项目合作单位共同签订项

目合同书+ 社会组织根据合同获得专项

资助的资金+原则上!一个创投项目一年

的专项资助资金! 最高不得超过 #' 万

元!其中!$重点聚焦类项目&一个一年最

高不得超过 !% 万元+资助资金分三次拨

付/ 签署创投项目资助协议后拨付总金

额的 +%)!创投项目经中期评估并通过

后拨付总金额的 +%)!创投项目经结题

评估并通过后拨付总金额的 !%)+

创新制度
巩固创投成果

为了保证精心挑选出来的创投项目

能够真正$落地开花&!静安区还创新组

织设置!明确履职责任+ 该区于 !%#! 年

成立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委员会! 并将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设立在区社建办! 明确管委会办

公室为创投活动的主办单位% 区社服中

心为承办单位 % 区 $#-&+-.& 枢纽型

社会组织为协办单位+

创投项目实施过程中! 静安区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对承接项目的社会组织实

施全程监督管理+ 根据社会组织每月上

报的情况! 创投项目联络督导员会及时

协调社会组织% 服务对象和项目落地单

位三方!共同推进创投项目的落地+如果

社会组织在项目实施中碰到活动场地无

法确保%志愿者招募困难等难题!服务中

心也会助一臂之力+从今年起!静安区更

是专门成立了$专家督导团&!除了在征

集期间提供项目优化辅导和评审建议之

外! 还在项目实施中进行全程督导+ 此

外! 在创投项目的实施中期和结题这两

个重要时间节点! 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也会牵头成立由专家学者%服务对象%项

目落地单位参与的评估小组! 对项目进

行评估+ 据统计!经评估小组的评定!前

四届创投活动中共有 $+ 个项目获得优

秀%良好评估等级+

静安区十分注重巩固发展创投成

果!为一批优质创投项目塑造品牌+为引

导社会组织深耕社区! 明确创投项目实

施周期为每年 , 月 # 日起至次年 * 月

(% 日!给予社会组织充裕的时间进行规

划和实施! 并创新性地推出了长周期项

目+实施绩效良好的创投项目!经评审将

有机会获得连续三年的资助+同时!区社

服务中心每年还向区相关部门% 街镇推

介优秀项目+据统计!每年大约有四分之

一的创投项目能够顺利转化为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此外!静安区还打通了社会资

金支持创投项目的通道!并于 !%#* 年成

立$静安公益创投专项基金&!建立了企

业% 公众资助创投项目的平台! 先后有

#% 余个创投项目获得爱心企业%社会公

众共计百余万元的资助!延续开展服务+

消弭
数字鸿沟

对于公益事业的热忱源于那颗

被震动的心+

!%%, 年 ! 张斌峰在一次大型

公益活动中几乎走遍西北的偏远乡

村+ 走进乡村学校! 孩子们那一双

双渴望知识的眼睛! 深深印刻在他

的脑海里+ 于是! 他萌生想法! 要

为这些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 年!张斌峰成为一名职业

公益人!发起$爱传递0再生电脑教

室&项目+调研中!志愿者们发现!近

些年! 以电脑为代表的电子设备迭

代速度日益加快! 一大批本可以拥

有更长使用年限的电脑就此直接

$退休&!而与此同时!许多山区孩子

却渴望能有一间电脑教室+

$爱传递0再生电脑教室& 项

目因此应运而生+ 这一项目主要通

过发动社会各界捐赠旧电脑等电子

设备! 由专业机构进行规范再生!

在贫困乡村学校建立电脑教室! 从

而形成 $环保% 公益% 循环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模式 + 专业的

01 工程师会对回收来的电子产品

进行分拣 + 对于那些没有再生价

值的 ! 直接送交具有正规资质的

环保处置企业进行资源化无害处

置 + 那些仍然有再生价值的 ! 则

交由专业团队进行规范再生 ! 为

乡村电脑教室建设提供设备支持+

此外 ! 志愿者团队也会全程参与

每一间电脑教室的建设 ! 并在建

成后进行后期维护+ 通过互联网!

志愿者们还会远程教授孩子们电

脑的操作技巧 ! 并提供课件 % 软

硬件维修及升级等支持+

从 !%%/ 年在安徽省利辛县建

成第一间电脑教室起步 ! $爱传

递0再生电脑教室& 这一项目已经

开展九年+ 截至今年 * 月底! 该项

目已累计捐赠电脑教室 !$! 间! 超

过 #% 万人成为该项目的受益者 +

去年! 这个项目入选 !%#, 年上海

$公益之申 & 年度十佳公益项目 !

并获得 !%#, 年中国青年社会组织

公益创投大赛金奖等称号+

让每一位长者
都能"老有所乐%

$他们有意愿% 有需求参与社区

活动! 但因为生理及各种环境因素!

就此封闭了自己! 不再愿意与外界交

流+& 安耆为老社工事务所的社工王

腾骏如此形容他眼中这群不爱交际的

长者+ 而这些有照护需求又宅在家中

的老人! 恰恰是安耆为老社工事务所

的重点关注对象+ 去年! 社工事务所

的 $炫彩晚霞! 律动人生---静安区

江宁路街道老人综合服务项目&! 入

选 !%#, 年静安区十大青年公益创新

项目+

!%#( 年 ! 安耆为老社工事务所

成立 ! 并着手在江宁路街道开展服

务+ 在创投项目实施的前期需求调研

过程中! 团队成员们发现社区中有这

样一批老人 ! 他们的年龄普遍在 ,'

岁到 $' 岁之间 ! 大多独居 % 患病 !

经济收入不高+ 在听力退化% 心理创

伤等种种因素叠加之下! 他们逐渐封

闭自我! 不愿走出家门+ 通过调查摸

底! 最终社区内 (% 名失能失智老人

成为社工事务所创投项目的服务核心

人群! 并同时服务社区内 #'% 名有照

护% 社交需求的老人+

这一为老综合服务项目! 旨在

通过建立健康档案% 宣传健康知识%

提供康复服务 ! 并通过开展快乐之

家% 乐龄寿诞等主题活动! 为老人们

提供服务! 满足老人不离开熟悉环境

养老的愿望+ 为了让这些老人能够安

享幸福晚年! 团队设计了个性化% 全

方位的养老服务内容! 涵盖心理精神

慰藉% 康复训练等各个方面+ 团队成

员们曾为社区里的金婚夫妇举行纪念

活动+ $ 对金婚夫妇在结婚进行曲的

伴奏下! 缓缓走向舞台! 高举起象征

爱意的酒杯! 在人们的注视下饮下交

杯酒+ 时光在这一刻仿佛穿梭了半个

世纪! 这些已过耋耄之年的老人们又

焕发出年轻时的光彩+

来一场公益旅行

远离嘈杂的人群! 在宁静的乡间

认真学习一门民间手工艺! 一整天的

时间倏忽而过+ 在许多都市人眼里!

$乐创益&策划的$去远乡学手艺&项目

吸引力十足+ 近年!这一项目先后获

得 !%#+ 年度静安区青年社会组织十

大公益项目%!%#, 年静安区青年社会

组织十大青年公益创新项目%!%#, 年

全国社会组织 $伙伴计划 &优秀项目

等奖项+

这个有点新潮的项目来自 $乐创

益 & 成立五年后的思考 + !%#% 年和

!%#! 年!$乐创益&分别组织两次乡村

旅行+在此过程中!许多从事创意手工

业的年轻人表达了想和乡村里的手工

艺者互动学习的愿望!这一需求被$乐

创益&敏锐捕捉!公益旅行就此开启+

!%#* 年!$去远乡学手艺&项目入

选静安区公益创投项目! 通过培养青

年白领担任志愿者领队! 带领更多都

市人去远乡学手艺+目前!该项目共招

募了 ## 名志愿者领队!先后开发了湖

南凤凰% 贵州黔东南% 四川汶川和盐

源%云南兰坪%青海民和等地的路线!

并与更多的公益组织建立起合作+

不同于普通的旅行!$去远乡学手

艺&注定不会是一趟豪华游!但能够深

入了解当地手工艺文化! 让许多参与

者收获到一种独特的体验+ 在 $乐创

益&的牵线搭桥之下!人们可以在当地

学习银饰制作%染布%刺绣%织锦等手

艺+在$乐创益&总干事陈乐丛眼中!这

是一个双赢的项目!$这项活动不仅给

都市人提供一次零距离了解手工艺文

化的机会! 同时也能帮助地处边远地

区的手工艺者获得合理收入! 改善他

们的生活+ &

志爱启航
乐人乐己

!%#+ 年 ! 上海市禁毒志愿者

协会承接了首届静安区公益创投

项目---$志爱启航 % 乐人乐己 !

静安商务楼宇禁毒宣传项目&+ 由

戒毒康复人员组成的巡讲团通过

演讲宣传识毒 % 拒毒知识 ! 进入

商务楼宇帮助人们认清毒品危害+

吸毒人员在戒毒康复过程中 !

家庭的后续照顾很重要 + 为此 !

!%#' 年 ! 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

将家庭作为戒毒康复的服务单元!

实施 $静安药物成瘾家庭助力计

划 &+ !%#* 年 !市禁毒志愿者协会

又进一步挖掘同伴力量 !运用 $同

伴教育 &模式 !组建了一支既能自

律 ! 又有奉献精神和助人能力的

$同伴辅导员&队伍!在自我康复的

同时帮助更多的同伴远离毒品!重

新融入社会+

从 !%#+ 年到 !%#$ 年 ! $志爱

启航 %乐人乐己 !静安商务楼宇禁

毒宣传项目&在静安区创投平台的

支持下茁壮成长 !推出了 $突破深

井---同伴禁毒志愿者星级制度

评 价 体 系 建 设 计 划 & $ 涉 渡 心

流---仪式类活动用于戒毒康复

的探寻计划 &等系列活动 !项目设

计从起步时单纯的服务拓展到服

务与研究并行!记录下戒毒康复人

员生命重构的诗篇+

今年 ! 月底! "#$% 年静安区公益创投大赛决

赛在 %&& 秀举行" !' 家社会组织带着 !% 个申报项

目依次走上决赛舞台! 最终 #$静心家园% &&&静安

区特殊人员未成年子女成长关爱计划' 等 '' 个项目

获得资助(

"&$' 年来! 静安区积极开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

活动 )以下简称创投*! 大力培育一批有活力+ 有潜

力的公益项目! 不仅及时回应重点领域+ 重要方面的

民需民求! 也推动了社会组织专业化成长+ 服务项目

品牌化发展! 促进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持续发

挥作用( 此前! 静安区已经成功开展了四届创投活

动! 资助了 (( 个创投项目落地实施! 惠及人群达数

万人次! 并涌现一批优质的公益品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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