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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爱”“善”力量 撬动社会治理“大能量”
“关爱桂城”服务覆盖率达93.33%，超60万人次受惠

村居环境美 添彩新生活
东二社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打造“前途似锦、幸福东二”

一个温暖的冬日，叠北社
区的志愿者雷子主动组织了
一场特别的“围炉煮茶”，社工
第一次以“被服务”的身份受
邀，一起叙家常、畅聊社区大
小事。

一个个关爱服务项目收
获的不只是考核指标的成绩，
更多是居民的成长、正向思考
和反哺，这才是社会治理的活
力源泉。

2022年，“关爱桂城”共
投入约1300万元购买服务项
目58个，涉及社区、家庭、长
者、青少年、医务服务等8大
领域，其中进驻社区42个，服
务覆盖率达 93.33%，超 60
万人次受惠，呈现各类群体参
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百花
齐放的生动局面。

2022年，关爱服务项目继续

助力各级党政机关的疫情防控工

作，50个关爱服务项目抽调项目

人员参与疫情防控服务达4579
小时，社工们运用专业知识，把

“爱”与“善”的温暖力量注入每一

项工作中。

此外，项目还作为直接联系群

众的重要服务载体，配合街道反电

诈工作，积极发挥着政策倡导功

能。通过上门探访、活动交流、平

台宣传等形式提高全民反诈骗意

识和能力。截至目前，全部项目共

开展反诈宣传 314场，服务超

65000人次。

接下来，“关爱桂城”将进一步

延伸，在现有的桂城42个社区关

爱服务项目点的基础上，构建“关

爱桂城”建设服务阵地一体化建

设。建成后，关爱阵地将发挥“关

爱桂城”建设平台载体作用，集关

爱服务供给、议事平台搭建、资源

渠道互通、社会组织培育、志愿服

务开展、政策倡导宣传、公益服务

创新等功能为一体，联动政府职能

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个人

等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合力推

动“关爱桂城”建设。

2022年11月，桂城完成了

一项集结了100多名珠三角专业

社会工作师力量、开展了58场线

上+线下评估的关爱服务项目评估

工作。专家们从执行机构的“制度

建设、项目整体运营、项目成效、财

务规范”4个维度进行项目评核，

客观反映项目效果，以评促优。

共有36个项目获得“优秀”等级，

项目服务水平总体稳定。

此外，《桂城街道关爱服务项

目管理办法》修订版出台，该办法

从采购方式、预算编制、管理模式

三个维度，对现行的项目管理办法

进行完善及修订，切合现阶段关爱

服务项目的运作及发展，确保关爱

服务项目落地见效；跟进《桂城街

道关爱服务项目挂钩工作制度》，

增加了项目挂钩人员对项目评估

的打分比例，增强挂钩项目的监督

和协作的作用；优化项目网络管

理系统，完善项目信息的查询、整

理、监测及交互的操作流程。

“作为桂城社会治理的中坚

力量，我们希望在规范、标准、高

效的工作推动下，关爱服务项目

能立足桂城社会服务现状，回应

社区发展计划要求，积极提炼服

务模式和经验，推动桂城街道关

爱服务项目纵深化、品牌化发

展。”桂城综合治理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

过去一年，“关爱桂城”以购

买服务项目促进基层治理，在社

区服务、青少年服务、矫正社会服

务、医患服务、非户籍常住人口服

务、心理支援服务等方面不断创

新服务形式，让更多居民受惠。

叠二社区、文翰社区、同成社

区、尖东社区等多个项目分别探

索出“V豆机制”志愿者奖励机

制、党员流动讲堂、“惠从党来”直

播间等品牌服务，不断完善居民

议事协商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家

庭服务类项目联合妇联开展融爱

家庭计划和小候鸟服务，探索妇

女、儿童参与社区治理路径。

在学校里，青少年服务类项

目联动桂城教育发展中心，将驻

校项目覆盖至桂城21所公办中、

小学校，打破原有的家庭教育、学

校管理、社会教育分割的状况，助

力青少年成长。

此外，矫正社会服务项目为

社区矫正人员提供全面系统的介

入服务，全年入矫人员273人，

参加服务达2459人次，累计总

服务时数超过2500小时；医务

服务类项目联合了桂城医院、省

医南院和桂城社卫中心，搭建起

长期病患支持网络和医务人员支

持网络；非户籍常住人口服务类

项目联合街道总工会、产业园区，

探索出了“职场加油站”、园区共

建共治计划项目；心理支援服务

类项目重点推广企业EAP服务

计划，大大提升了企业为其员工

提供压力应对及安全意识提升的

意识。

2022年，关爱服务项目结

出丰硕成果。尖东社区项目获

颁“2021年度佛山公益慈善优

秀项目”；驻校社工项目《家庭教

育的改变：从斥责到陪伴和倾

听》《“织梦计划”指路青少年生

涯规划》入选《中国社会工作》期

刊，《“五点一线”整全式驻校服

务推动青少年全面发展》获评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2022年会

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高端论坛”

论文活动二等奖，《如何发挥驻

校社工在小学生抗逆力培养的

作用》获得第二届“青年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治理”案例三等奖；

医务社工项目《赋权理论下青年

志愿者参与医院治理模式探索》

获广东省第二届“青年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治理”案例大赛三等

奖，《人本主义视角下慢性病患

者疾病自我管理能力建设》入选

《中国社会工作》期刊；《高新区

职工的多维度心理健康加油站

——佛山市灯湖社区“职工·家”

服务项目》获评“2022年度广东

工会职工心理服务优秀示范项

目三等奖”。

2022年6月24日，第十二届

“关爱桂城”授勋典礼举行，省医南

院志愿服务队、桂城绿蚁退役军人

志愿服务队获颁金桂勋章；杨震等6
个个人或集体获颁丹桂勋章；杨震

还被推选为2022年“佛山好人”。

在全城公益方面，桂城街道综

合治理办公室共举办了4期“公益

一日游”活动，吸引了将近150名
市民参与。活动点涵盖了廉政教

育基地、桂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叠

南社区关爱服务项目、佛冠义齿等，

覆盖面更广泛，市民参与度更高。

“关爱桂城”与桂城商界关爱

联会合作启动“桂城商企关爱共融

计划”，探索商企公益置换机制，打

造线上公益资源交换平台——关

爱中转站。参与“关爱桂城”建设

的本土商企或社会组织不仅可以

通过商企公益置换机制获得行业

资讯分享、战略规划、企业咨询等

服务，其员工可以获得自我实现、

社群互动等增值服务提升，其员工

家属还可以获得生活兴趣、亲子关

系、文娱健康类等服务参与的机

会。

在商企公益置换机制的作用

下，邀约企业响应置换机制参与了

2022年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这些

企业员工也能优先获得“亲子共

读”“桂城新市民学堂”等公益微课

堂名额或其他服务体验。

“该机制为商企打通企业‘助

人自助’的公益参与路径，为桂城

营造良好商企环境。”桂城综合治

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将

继续创新探索，引导社会各阶层对

接公益资源，让社会各界通过不同

途径积极参与到“关爱桂城”建设

的各项工作中。

项目服务成效稳步提升

项目管理工作逐步完善

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爱”与“善”形成温暖合力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曾蓉通讯员 曾波

■花苑社区项目社工向居民介绍自然教育径的建设成果。

■市民参加“公益一日游”活动。

“我们的社区面积较大，流动

人员较多，产业类型也很多元。

此前，停车位不足、乱搭乱建、房

前屋后杂物乱堆放的情况比较突

出。”东二社区党委委员李志明

说，目前东二社区常住人口接近4
万，其中户籍人口约1.1万人，外

来务工人员超2.7万人，出租屋

多达6000户，呈现出城乡接合、

人员流动大等特点。

2022年以来，东二社区针对

这些问题开展重点整治行动，以

党建为引领，全力发动党员力量

和撬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围绕“三

清三拆三整治”，东二社区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并组建起6支施工

队，目前已拆除违章建筑约2000
平方米、清理垃圾杂物超 1000
平方米，“三线”改造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东二社区还专门

组建了党员志愿队、巾帼志愿队

和青年志愿队三支骨干队伍，助

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每月的志

愿活动日期间，他们都会带头走

上大街小巷，清理垃圾杂物，并宣

传发动村民参与，让乡村振兴工

作深入民心。

如今，经改造建设，东二社区

已建成7个口袋公园、1个“四小

园”、1个篮球场、5个停车场和

4000平方米的彩绘墙。走在村

道里，随处可看到具有鲜明文化

特色的彩绘墙，上面描绘着醒狮、

大头佛、收割稻谷等传统民俗和

乡村面貌。其中一幅特色墙绘，

记录了东二社区特有的“抢头炮”

民俗活动。

东二社区东约经济社社长唐

柱灿介绍，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

传统的土地诞，也称作“龙抬

头”。这一天，村民都会以“抢头

炮”、拜土地、舞狮采青、广宴乡亲

等方式为土地公庆生。“在古庙周

边，我们以抢头炮、舞狮这些元

素，利用了转角位和临街墙体进

行创作，展示了‘抢头炮’的热闹

场景。”唐柱灿说。

走进东二公园，映入眼帘的

是古色古香的曲廊、凉亭、喷泉，

在垂柳、古榕、绿草的衬托下景

色怡人，一群长者正在凉亭里惬

意地聊天喝茶，或是在娱乐健身

区里打着乒乓球，或是约上志同

道合的老友们在曲艺社里弹唱

粤剧。公园的入口处，坐落着新

建的社区幸福院，社区每周都会

在幸福院里组织举办好几场长

者活动。

“我是东二社区土生土长的

村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60多

年。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让这里的村居环境越

来越好，居民生活幸福指数越来

越高。”东二社区居民梁踏洪说，

希望在乡村振兴工作的持续推

进下，社区发展能够更繁荣，居

民生活更美满。

近3年来，东二社区对区域

内的菜市场进行改造扩建，如今

的新村农贸市场面积达7000平
方米，是社区最大的菜市场，也

是这里最为繁华热闹的地带。

沿着人来人往的村道一路走去，

就可以到达新建的南兴市场。

该市场为仿古建筑设计，颇具中

国风的屋顶飞檐、灰白色的青砖

瓦墙、古朴的木质吊楣及各种装

饰，将秀美的岭南风光收纳于烟

火市井当中，市民可以一边买

菜，一边赏景。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兴旺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早在

几年前，东二社区已提前布局，

助推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为

了发展新产业，我们引入益田假

日天地、德鸿·文汇创意园、壹品

广场等现代商业综合体。”李志

明说，这些商业载体在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增加集体收入的同

时，也促进了社区居民的就业，

提高了房屋的出租率。

迈进新时代，东二社区将继

续在党建引领下，大力发展现代

化产业，打造“前途似锦、幸福东

二”。

社区公园里充满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美妙的乐韵随风飘
荡；大型农贸市场人来人往，弥
漫着热闹的烟火气息；周边的
创意产业园潮流感十足，时尚
生活触手可及……这里，就是
桂城东二社区。

东二社区位于桂城西南
部，面积约1.5平方公里，下辖
有南兴、新村、东约、南约、西
约、中约共6个经济社。近年
来，东二社区朝着“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
总要求，绘就了一幅现代化活
力新农村的美丽画卷。

生态宜居乡村美持续整治

村民生活乐趣多
烟火气旺

文/珠江时报记者叶绮晴通讯员 孔锦滔

图/珠江时报记者张鹏

■绿树环绕下的东二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