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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左图!志愿者在为社

会组织工作人员讲解如

何构建团队!

右图!洋泾社区基金

会秘书长任艳萍正在为

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讲解

规范化建设的注意事项!

公益!孵化地"
集聚优质社会组织

"分享冰箱#在浦东新区洋泾街

道的遍地开花并非偶然! 浦东首家

探索社区代表会议制度优化的街

道$ 上海市首家由街道发起具有公

募资质的社区公益基金会$ 浦东第

一家率先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联合

会%%星星点点的创新之火点燃了

洋泾街道内社区工作者$ 居民们的

自治共治热情!

而这离不开洋泾街道内一个重

要的公益"孵化地#&&&洋泾八九一

公益坊! 它的前身是洋泾街道办事

处的所在地! !"#$年街道搬迁'这片

约 !%&& 平方米的空间就此成为街

道内社会组织的栖身之所!经过近四

年的悉心培育'这里如今已有 !! 家

社会组织入驻!

去年' 洋泾八九一公益坊迎来

功能升级$ 改造! 焕然一新的公益

坊给予了入驻社会组织更大的活动

区域 ! 从品牌社会组织到孵化基

地' 公益坊内的种种功能更加明确

清晰! 今年 $ 月' 公益坊又传来好

消息' 浦东首家社会组织联合会在

这里生根发芽 ! 虽然成立时间不

长' 但洋泾街道的这家社会组织联

合会的发展路线图却已十分明了!

签订社会组织诚信自律公约$ 出台

备案类社会组织管理办法 $ 举办

"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工作坊#

指导规范化评估%%一个个组织规

范$ 目标明确的活动正有序开展!

据洋泾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

艳萍介绍' 目前联合会正在积极筹

建 "八九一财务工作室#' 通过提

供财务记账服务' 规范社会组织的

财务制度! 联合会已协助首家受托

机构 "洋泾四保社工服务社# 规范

财务电子记账$ 税务开通等工作!

洋泾八九一公益坊还在积极探

索园区管委会制度' 计划构建党建

引领下的 "管理'服务'资金 # 一

体化运作模式' 为社会组织参与社

区治理铺设一条畅通高效的 "高速

公路#! 未来' 洋泾八九一公益坊

将进一步引入高校资源' 将洋泾公

益集群的建设由实践上升至理论研

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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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浦东的脚步从未停歇

多年来! 浦东新区始终以一往无前

的勇气" 攻坚克难的胆识和先行一步的

锐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里是上

海探索超大城市治理创新的前沿阵地!

历数它的社会治理创新成绩! 可谓亮点

频现$

!""# 年!浦东新区率先提出楼宇党

建$此后!一系列党建品牌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在这个朝气十足的区域$ 江心大厦

楼宇党建% 陆家嘴阳光驿站&&浦东的

先行先试为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

富的参考经验$

敢闯敢试! 一直是浦东新区身上的

亮眼标签$多年来!浦东新区在基层治理

机制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 !""$ 年!浦

东新区原严桥镇'现属于花木街道(在全

国范围内率先提出)镇管社区*模式!在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适应了当时的社区发

展转型$ 地处浦东新区西北角的洋泾街

道是上海最早建立社区公募基金的街

道! 为基层治理创新引入了一池活水$

%&!' 年起!浦东新区探索推进家门口服

务体系的建设! 全面推进全区 $( 个街

镇 ")*+, 个村居家门口服务站全覆盖 $

浦东新区还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发布区级

标准!进一步规范家门口服务内容$ %-.'

年! 该项目还成功入选了上海社会治理

创新优秀案例$

一个更开放"自信的浦东!引来无数

英才为其献策献计$ 截至 *-.+ 年 , 月

., 日!浦东新区共有社会组织 *."( 家!

其中社区社会组织 (-- 余家! 备案的群

众活动团队达 (*-- 多家$社区社会组织

正逐步成为提供社区服务" 参与社区自

治共治"创新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

群贤毕至! 离不开服务完善的 )养

才*环境$ 目前!浦东新区各个街镇的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和社区发展基金'会(已

实现全覆盖! 充分发挥了在社区层面的

组织培育孵化" 能力建设" 服务需求对

接"公益项目服务等支持功能$ 此外!浦

东正在积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及

其党组织组建工作$ 目前各个街镇覆盖

面达到 ,-/!预计年内完成全覆盖!充分

发挥对社区社会组织引领"凝聚"团结"

服务的作用$

多元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在浦

东遍地开花$难能可贵的是!浦东新区总

能快速从实践中总结经验! 将成功做法

在最短时间内提升至制度层面$ 以合庆

镇最先推出的 )!0!12*工作法为例 !为

了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 该镇推出这一

工作法$第一个)!*!即党组织的领导+第

二个)!*!即村民自治章程+)2*!即若干

实施细则! 是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

的议事办事规则$ 在)五违四必*整治过

程中!合庆镇实行此工作法!做到了进展

快速顺利!且未产生突出矛盾!交上了一

份)零上访*的亮眼成绩单$ 汲取优秀做

法!浦东新区快速在全区层面复制推广$

自 *-!3 年起!浦东新区在全区 $(, 个村

和 +(- 个居民区推广实施)!!!!2*工作

法!受到了居民们的一致好评$

新的时代! 要用全新思维来拥抱互

联网"大数据$熟悉运用)互联网1*思维!

浦东新区依托信息化建设的有力支撑!

同时依靠区" 街镇两级城市运行管理综

合枢纽平台! 充分调动和引导各种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其中! 以此推动街镇和相

关职能部门及时"快速处置相关问题$比

如!)塘桥热线*的开通!是塘桥街道创新

摸索而成的)互联网1网格*社会治理模

式$ 已经上线的)浦东 4 家园*566 大大

拓展了市民参与"监督城市管理的渠道!

体现了)开门管理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

理念$

浦东塘桥! 洋泾公益街! 八九
一公益坊! 长征镇""!" 台 #分
享冰箱$ 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 存
储着从四面八方募集而来的食物%

将人们的点滴爱心送去最需要的地
方& 两年间% #分享冰箱$ 不断升
级 & 目前 % #分享冰箱 $ #$% 版
正在酝酿之中% 未来可实现领取人
员识别! 在线更新库存食物记录等
多种功能% 真正让 #分享冰箱$ 实
现线上运转% 用 #智慧大脑$ 合理
分配社会余量食物资源&

"分享冰箱#扎根社区

每天上午 + 点 $& 分!洋泾街道海院

居委会的社工准时上班! 为浦东新区这

台唯一扎根在居民区里的)分享冰箱*补

给食物$ 这些从爱心企业或公益团体募

集而来的食物特别受居民区里的困难家

庭"孤寡老人欢迎$海院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彭诚告诉记者!一般最晚到中午时分!

这些余量食物就会被领取完$

将身份证放在电子识别区域! 几秒

钟后! 爱心满满的公益食物便从 )分享

冰箱* 中滑落而出$ 从外观来看! )分

享冰箱* 与市面上的自动售货机十分相

似$ 通过一个个透明的格子间! 人们对

冰箱里摆放的食品一目了然 $ %3 个小

柜" .% 个大柜的组合可以适应不同食

品包装的大小! 使用起来非常灵活$ 居

民可以在互动界面上点击所需食品的柜

号! 自由选择想要领取的食物$

考虑到食品安全以及运输条件!目

前)分享冰箱*中的食品主要以干杂食品

为主!比如麦片"饼干等$ 保质期较长的

调味乳等饮品也在食物清单之列$ 大一

些的柜子一般会放燕麦片等大包装食

品!而小柜子可以放牛奶"饼干等不占太

多空间的食物$ 每隔一段时间!为)分享

冰箱* 募集食物的绿洲食物银行还会更

新食品目录$

系统不断迭代更新

走进位于峨山路 (.$ 号的绿洲食物

银行浦东运营中心! 志愿者正一丝不苟

地记录着募集来的食物数量" 名称! 并

将其整齐排列好$ 这里堪称是绿洲食物

银行的 )心脏* 所在! 存储着即将运往

全市各台 )分享冰箱* 的食物$

)分享冰箱*扎根上海的故事还要从

两年前说起$ %&.( 年 .& 月!绿洲食物银

行与普陀区长寿社区基金会携手推出了

沪上第一台)分享冰箱*$ 作为长寿路街

道)同心家园*建设重点项目之一!工作

人员将收集到的可安全食用的余量食物

放入)分享冰箱*内!免费供给社区困难

家庭和老年人!同时向居民倡导)惜食分

享*理念!减少食物和物资的浪费$ 经过

调研!试点选择在普雄社区$这个社区内

既有老公房也有新小区! 是个混合型社

区$和其他社区相比!普雄社区是个较为

典型的熟人社区!居民之间彼此相熟!有

利于)分享冰箱*这一新兴公益项目的探

索试点$ 有了良好的社区基础! 第一台

)分享冰箱*的落地格外顺利!并受到周

边居民的欢迎$

)分享冰箱* .7- 版甫一亮相上海

便引来目光无数$ 然而! )7- 版的 )分

享冰箱* 仍处于人工时代! 需要大量志

愿者蹲守记录$ 很快! *7- 版 )分享冰

箱* 应运而生! 通过后台数据连接! 人

们可以实现微信扫码或身份证扫描领取

免费食物$ 然而! 由于领取人员信息库

尚未建立! 如何将余量食物递送到最需

要的人群手上仍是一个难点 $ 针对痛

点! 公益团队快速将产品迭代升级$

今年! 这台 )分享冰箱* 将迎来它

的 $7- 版本$ 据绿洲食物银行创始人李

冰介绍! 今后募集到的食物品种" 数量

都将一一输入)食物银行*的数据库中$

届时!运营)分享冰箱*的志愿者可以在

线实现换货"补货的操作记录更新$不同

社区"街镇的)分享冰箱*有着各自不同

的食物品类需求$ 绿洲也正在考虑将申

领余量食物的困难家庭信息连接至数据

库中! 这一举措将得以实现余量食物的

精准投放!并可追溯食物的捐赠去向$

社区参与
让公益项目温度不减

人员短缺是大多公益组织绕不开的

问题! )分享冰箱* 项目亦是如此$ 单

凭绿洲食物银行的运营团队无法管理遍

布上海的 )分享冰箱*! 此时! 社区志

愿者团队与社区基金会的加入便显得尤

为重要$

位于海院居民区的这台 )分享冰

箱* 最后安放在了居委会中$ 既能享受

居委会内的夏日冷气! 还有免费无限网

络! 这让 )分享冰箱* 运作起来更显顺

畅$ 受限于高企的物流成本! 余量食物

每一至两个月一次性配送几十箱食品至

各台 )分享冰箱* 安放点位! 再由志愿

者每天定时投放食品$ 居委会工作人员

的加入! 使得海院居民区顺利解决了让

)分享冰箱* 运转起来的人员问题$

目前! 每台 )分享冰箱* 的硬件设

施成本在 )7, 万元至 * 万元之间! 该费

用由绿洲食物银行承担$ 然而! 光靠绿

洲的一家之力! 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食

物募集需求$ 为此! 洋泾社区公益基金

会的 )一日捐微公益创投平台* 资助了

洋泾社区内的 )分享冰箱* 公益项目!

资助总金额约 "73 万元$

据洋泾社区基金会秘书长任艳萍介

绍! 洋泾街道内的这三台 )分享冰箱*

各司其职! 分工明确$ 落地于海院居委

会的 )分享冰箱*! 主要服务周边三个

社区困难家庭的食品补给$ 洋泾八九一

公益坊内的 )分享冰箱* 除了服务周边

社区 ! 更发挥着宣传和募集捐赠的作

用! 是该公益项目重要的展示窗口$ 坐

落于洋泾诚信示范街 )户外职工关怀驿

站* 的第三台 )分享冰箱* 除了服务社

区以外! 还承担着惠及户外职工的重要

作用$ 炎炎夏日! 顶着烈日工作的环卫

工人只要刷一下身份证就可以获得一份

充满爱心的食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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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细胞

的社区! 治理起来

却是错综复杂! 最

现实的矛盾和利益

冲突在这个场域轮

番上演$ 如何发动

各方力量共同参与

社区治理! 理顺症

结" 解决难题, 今

年 ( 月下旬! )党

建引领下多元力量

参与社区治理* 论

坛在浦东召开! 政

府部门 " 基层代

表" 高校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 就如何

吸引多元主体参

与社区治理建言

献策$

围绕社区治理

在实践过程中还存

在的改善空间! 如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

的渠道和领域亟待

拓宽" 基层社区人

才队伍建设需要进

一步强化等! 不少

专家提出针对性建

议$ 华东理工大学

教授鲍宗豪认为 !

社区治理的核心在

于社区服务$ 无论

是浦东新区正在建

设的家门口服务体

系! 还是杨浦区的

睦邻家园! 都是在

解决社区服务问题$ 在社区服务中!

重点抓好物业和业委会的治理十分关

键$ 要进一步通过党建引领! 不断提

升社区治理水平! 使社区达到文明"

和谐" 有序的状态! 让生活在社区中

的居民体会到舒适" 友善! 继而强化

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 上海市社会建

设研究会会长李友梅建议要进一步提

升基层党建系统的整合能力! 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引领功能! 引导更多人关

注公共议题" 参与社区建设$

来自街道" 社区的工作者们则带

来了自己的基层探索$ 如何培养居民

的社区参与意识, 洋泾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赵山宝认为! 从居民共同关心的

话题入手最为关键$ 以洋泾街道凌多

小区的环境治理为例! 凉亭及周边绿

化带一直是脏乱差的卫生死角! 居民

们想要改造的愿望由来已久$ 阳二居

民区党支部便顺势而为! 采取居民自

治" 物业辅助" 街道支持的模式积极

开展美丽家园建设 $ 拌水泥 " 砌花

坛" 搬花箱" 选花苗&&美丽家园建

设中! 小区中热爱种植" 拥有园艺特

长的居民一展身手$ 一些社区居民还

亲自动手! 自建雨水收集器" 宠物粪

便餐厨垃圾堆肥" 喷淋系统! 一个生

态环保" 可持续" 可复制的崭新小区

绿化升级路径就此走通$

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

力量$ 一组数字勾勒出塘桥街道社会

组织发展的欣欣向荣之景 - *--" 年

街道内有 3) 家社会组织! *-)+ 年已

经增长至 )$) 家! 占浦东新区社会组

织总数的约 (7'8$ 社会组织所提供

的服务领域也涉猎广泛! 已累计服务

社区群众 ."7+ 万人次 $ 谈及社会组

织何以在塘桥如此具有活力! 塘桥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沈英介绍! 去年! 塘

桥街道首次改变以往指定或定向购买

服务的方式 ! 通过线上线下公开发

布! 确保需求项目公开透明$ 今年!

塘桥街道还进一步形成了 )自上而

下* 和 )自下而上* 相结合的购买服

务模式! 引进了七家不同类型的社会

组织参与社区建设 ! 精准对接 )家

门口* 服务和社区居民的 )急难愁*

问题$

海纳百川之城!公益创新的种子在这里萌芽生

长"!"#$年 #%月!#分享冰箱$在上海首次亮相%利

用社区周边酒店& 超市& 餐馆等的余量食物资源!

'分享冰箱$ 将这些原本可能被浪费的食物免费提

供给需要的人群"

!本报见习记者 王嘉旖

!本报见习记者 王嘉旖

!本报见习记者 王嘉旖

题图!(上)分享冰箱里

的货品侧重于营养健康!图

为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设备!

(中) 只要触控冰箱上的电

子屏幕并扫描身份证'就可

以获取需要的货品! (下)社

区安排了专门的志愿者指

导居民使用分享冰箱$

摄影 本报记者袁婧
右图!洋泾街道家门口

的服务站让社区居民们在

家门口就能满足各种生活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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