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

2016 年中国培训班 

基层社会治理：联盟建设与赋能 

中国 成都   2016.10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项

目（MOST，Manage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基于其可持续发展目

标，致力于帮助成员国通过强化研究-政

策互动，改善政策制定过程，建设实证

的决策文化。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层级，

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也是整个社会治

理体系创新的基础。本期培训班以“基

层社会治理：联盟建设与赋能”为主题，

旨在贯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 MOST

培训班的总体目标，建立基层社会治理

联盟，完善相关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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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2016 年中国培训班 

基层社会治理：联盟建设与赋能 
 

一、背景与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其

中，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层级，积极

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也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创

新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多

个研究团队聚焦社区治理创新，并积极致力

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社区干预，先后在北京市

东城区、江苏省太仓市等地开展社区治理的

干预试点，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行动实

践经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

社区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如果想实

现社会治理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势必需要

社区发展相关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而他们

的能力建设更是至关重要。 

正是基于此，我们将此次“社会转型管

理”培训班（简称“MOST”培训班）的主

题确定为以“基层社会治理：联盟建设与赋

能”，旨在达成如下目标： 

首先，贯彻 UNESCO 关于 MOST 培训

班的总体目标与宗旨，即：1、搭建沟通服

务平台，加强决策者与研究者及社会团体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2、加强能力建设，提高

研究者与决策者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从而提高政府决策水平和决策效果；3、培

养社区治理人才，建设互利共赢、互帮互助、

资源整合、经验共享的实践性社区；4、增

进社会各利益团体之间的政治互信与社会融

合，增强社会包容性和凝聚力。 

其次，建立基层社会治理联盟。基于培

训班的多元参与者，建立基层社会治理相关

利益方的连接网络，实现知识和信息共享，

建构政策相关方的互动空间；推动基层社会

治理实践者赋能。基于培训班的知识中介平

台，为实践者提供基层社会治理相关能力建

设； 

最后，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知识管理。

借助培训班的知识中介平台，梳理本土经验

和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现有知识管理体系。 

 
二、内容与日程 

 
本次培训而言，我们将培训地点选择在

四川省成都市。之所以选择成都，是因为该

市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有许多创新性实践，

诸如“基层微治理”等实践已经积累了比较

成熟的经验。因此本次培训将结合成都的案

例经验，主要聚焦于如何解读和实现基层的

多元社会治理。 

本次 MOST 培训班将于 2016 年 10 月

24-26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该市在基层

社会治理方面已有许多创新性实践，诸如“基

层微治理”等实践已积累较多成熟经验。本

次培训将结合成都案例，聚焦如何解读和实

现基层的多元社会治理。计划招募学员 30

名，其中约 20 人为成都当地社区管理者，

10 人为社会组织骨干及青年学者。 

 

培训主题 基层社会治理：联盟建设与赋能 

主办单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承办单位 成都市民政局 

成都社会组织学院 

培训时间 2016年 10月 24-26日 

培训地点 河畔康成酒店，四川成都成华区

望平街滨河路 8号（东风大桥桥

头处） 

参与人员 20位成都社区干部 

10位社会组织骨干及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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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产出与评估 
 

1、培训 30 名基层社会治理相关人员。

政策过程参与者和基层社会治理行动者将作

为培训参与者，在获得自身赋能的同时以期

成为相关知识的传播者。 

2、形成一套培训流程与方法。本此培

训将讲座、参与式培训、互动式案例分享等

多种学习方式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

总结出一套适用于基层政策实践者的有效的

培训方法，并总结为工作手册。 

3、建立一个基层社会治理的知识管理

平台。此次培训班的内容将以模块化的方式

作为知识管理平台的基础，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的官方网站（或辖下某一具体研究所的官

方网站）建立专门入口，以文字、影像、音

频、图片等方式呈现。 

针对上述三个预期产出，本次培训班的

评估方法和标准如下： 

1、对培训效果的结果评估：主要是在

培训之前和培训结束后分别用问卷的形式了

解学员的态度，以及对培训内容的认识。 

2、对培训效果的过程评估：本培训的

大部分内容将采用互动的形式展开，我们在

培训过程中将观察学员的参与情况，培训结

束后将结合学员在互动过程中递交的材料总

结他们的参与情况。 

3、对培训方法的评估：本次培训将产

出一个培训手册，我们将对培训手册的完整

性和合理性进行总结和评估。 

4、宣传沟通策略的评估：本次培训将

通过专门设立的网站进行宣传，这一网站同

时也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知识管理平台。

我们将对这一网站的宣传效果进行总结和评

估，包括内容是否全面和丰富、网站设计是

否美观和新颖、是否给后续活动开展提供宣

传空间等。上述四项评估内容将综合成为一

份总结和评估报告。 

 

 

 

（宋   煜 编辑） 

 
四、日程安排 

 
第一天 2016 年 10 月 24 日 

第一环节 开幕式  主持人：赵克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时间 内容 

9:00-9:15 介绍 MOST 培训班概要和参加开幕式的人员 
发言人：赵克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9:15-9:3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致辞 
发言人：欧敏行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 
Dr. Marielza Oliveira，Director of the UNESCO Beijing Office and 
UNESCO’s Representative to China. 

9:30-9:45 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致辞 
发言人：王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 

9:45-10:00 成都市政府领导致辞 
10:00-10:15 茶歇 
第二环节 讲座 主持人：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10:15-11:00 讲座主题：社区信息化 

主讲人：李秉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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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0 提问与讨论 
11:20-12:00 讲座主题：社区规划 

主讲人：刘悦来，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12:00-12:20 提问与讨论 
12:20-14:00 午餐 
14:00-15:00 讲座主题：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全球与地方治理 

主讲人：约翰·克劳利，政策研究与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社会与人文

科学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John Crowley，Chief of the Research, Policy and Foresight Section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Sector,UNESCO  

15:00-15:20 提问与讨论 
15:20-15:30 茶歇 
第三环节 培训班热身与准备 主持人：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5:30-16:00 介绍培训日程内容 +破冰活动 
16:00-16:30 参与式培训的理论与方法 
16:30-17:30 参与式培训流程介绍、制定共同体契约、分组、组内分工 
17:30-18:00 提问答疑、填写前端评估问卷 
18:00-20:00 晚餐 

第二天 2016 年 10 月 25 日 
第四环节 参与式培训  主持人：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时  间 内容 
9:00-12:00 第一环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 

协作和点评人：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邹乔，西南民族大学 
              刘飞，成都愛有戏 
              李向前，成都理工大学 

12:00-14:00 午餐 
14:00-17:00 第二环节：角色扮演+论坛剧场 

协作和点评人：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邹乔，西南民族大学 

              刘飞，成都愛有戏 
              胡钢，花旦工作室 

第三天 2016 年 10 月 26 日 
第五环节 互动式案例分析 主持人：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9:00-9:12:00 深圳桃源居社区公益中心案例分享 

主讲人：汪峰，桃源居社区公益中心主任 
12:00-14:00 午餐 
第六环节 总结与闭幕 主持人：赵克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14:00-15:00 各组讨论总结汇报的内容 
15:00-16:00 各组代表做总结发言 
16:00-16:30 学员填写问卷 + 颁发证书 
16:30-17:00 闭幕致辞 

 


	一、背景与目标
	二、内容与日程
	三、预期产出与评估
	四、日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