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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杭州市西湖区时空老兵服务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浙江省经济与管理研究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建筑信息模型（BIM）服务中心、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城市发

展研究所、中印澳（浙江）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科技学院。

主要起草人: 沈江红、吕佩林、王锡模、孟友军、李坤、李远浩、李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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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编制说明

社区是我国广大居民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场所，随着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时

代，我国社区幸福指数研究和幸福社区建设工作都需要与时俱进。为了赋能和谐社会建设，

全面提高社区中全体参与者的幸福感，并为社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维度和关键绩效指标，

以及人力资源能力模型，编制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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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1 为全面赋能和促进我国新时代情境下和谐社区建设，指导新农村振兴，制定本标准。

1.2 本文件规定了社区建设幸福指数维度和关键绩效指标设计和应用规则，以及社区居民

满意度评价指标。

1.3 本文件确立了社区幸福保障体系建设与管理的总体原则。

1.4 本文件提供了社区幸福等级评定指南。

1.5 本文件适用于街道、乡镇、自然村、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的幸福指数设计、建设与

管理、以及社区居民生活幸福感、满意度的评价。

1.6 本文件给出了社区幸福保障体系中关键人力资源的能力模型和培养开发建议。

1.7 少数民族社区的幸福指数设计和满意度评价，参照本文件。

1.8 本文件不适用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幸福指数和人民满意度评价。

1.9 本文件不适用于政府机关的满意度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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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1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1 社区 community

有群体人员、家庭生活、工作、休闲的社会设施，如城市街道、校区、自然村落、企

事业单位。

3.1.2 幸福维度 happiness dimension

3.1.3 幸福指数 happiness index

3.1.4 幸福满意度 happiness satisfactory degree

3.1.4 社区规划 community planning

3.1.5 社区建设 community construction

3.1.6 社区测评 community evaluation

3.1.7 心智模式 mindset

3.1.8 精准扶贫 accurate poverty

3.1.9 无死角管理 no dead conner management

3.1.10 脱贫攻坚

3.1.11 社区安全

3.1.12 最多跑一次 at most once for all government service

3.1.13 数字社区

3.1.14 创新型社区

3.1.15 开放型社区

3.1.16 社区应急机制

3.1.17 中国梦

3.1.18 社区民生

3.1.19 社区经济

3.1.20 社区设施

3.1.21 社区标志

3.1.22 社区资产

3.1.23 社区基础贡献

3.1.24 社区反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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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2.1 幸福社区满意度星级评定

3.2.2 幸福社区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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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体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要充分认知到社区幸福满意度建设工作对社会稳定以

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要制定宏观社区规划和务实行动计划，指导辖区内幸福

社区建设的各项工作。

4.1.2 所有符合本文件第三部分术语和定义中规定的中国社区，都应根据实际自

己社区的实际情况，按照本文件给出的原则，制定社区规划和建设工作计划，开

展社区幸福指数设计、建设、评价和服务工作，为中国梦的实施做出社区基础贡

献。

4.1.3 新时代情景下的幸福社区建设是专业的服务。需要社会各界建立新的心智

模式，通过创新开发新的人力资源工种，装备新的能力模型、开发新的组织机制

体系、资源整合的方式，实现投入最小化、价值最大化的结果。

4.1.4 退役军人作为我国党和军队培养出来的中国优秀人力资源，应该在社区幸

福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和决定性作用。

4.1.5 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该确保幸福社区有财政经费预算和明确的公共政策

和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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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组织机构和组织体系

4.2.1 各类与社区幸福有关的组织都应该在幸福社区事业中发挥各自的作用，特

别是各级政府的有关机关，要支持服务社区的能力模型和最佳开发策略研究，对

退役军人进行系统的能力开发培训，让退役军人成为服务幸福社区建设的优秀人

力资源，让他们在新时代为国家和社会“再立新功”；

4.2.2 退役军人事务局应指导并成立退役军人社区建设服务中心，培训幸福社区

建设指导员，根据社会需求开展社区人才、社区项目服务的相关工作。

4.2.3 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社区，应配备若干名符合本文件要求资格的社区幸福指

导员，成立社区幸福工程建设工作委员会，开展社区幸福指数和满意度建设事业。

4.2.3 其他有关社区建设相关单位有配合、支持幸福社区建设的义务。

4.3 社区幸福维度和关键绩效指标

4.3.1 心智模式

4.3.1.1 社区基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团结、友爱，有服务能力，并具有全心全

意为社区全体居民创造幸福社区的强烈愿望，愿意不遗余力整合社区资产、人力

资源、政策资源创造最大的社区价值；

4.3.1.2 社区基层负责人具有知识学习能力；

4.3.1.3 社区居民普遍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社区，厌恶并能自觉抵制

不文明行为；

4.3.2 社区组织

4.3.2.1 社区领导班子通过合法选举产生，并在社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4.3.2.2 社区组织架构符合社区实际需求；

4.3.2.3 有面向社区孤、寡、病老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人群脱贫攻坚的机制，

和专门人力资源和经费保障；

4.3.2.4 财务制度公开透明，接受社区监督，接受上级审计；

4.3.2.5 能带领社区居民形成朝气蓬勃的正能量；

4.3.2.6 社区中介服务组织、志愿者服务组织健康发展；

4.3.3 社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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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1 有社区卫生应急管理机制，并且做到“人人皆知”，每年举办一次重大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演练”；

4.3.3.2 社区公共卫生环境良好，没有卫生死角；

4.3.3.3 宠物管理制度合理，没有宠物粪便污染环境；

4.3.3.4 周边医疗保健设施齐全；

4.3.3.5 垃圾分类工作符合所在地政府的规定要求；

4.3.3.6 配备有符合国家规定比例的急救设施，并定期针对社区公众进行急救设

施的使用培训；

4.3.4 社区治安

4.3.4.1 社区有健全的、符合现代社会科技水平的治安管理机制，并配备治安设

备；

4.3.4.2 社区有满足能力模型要求的治安管理人才、民事调解专家；；

4.3.4.3 社区有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的消防设施，配置自动化数字有效功能监

控系统；

4.3.4.4 社区有青少年心理健康预警机制，有社区居民重大犯罪隐患预警能力；

4.3.4.5 定期开展法制教育；饯行法治行动；

4.3.4.6 无村霸、黑社会、传销诈骗团伙生存的土壤基础；

4.3.5 社区文化

4.3.5.1 社区文化、体育、教育、科普活动丰富多彩，并不断有所创新；

4.3.5.2 社区配置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

4.3.5.3 社区建设大型室外 LED 显示屏，宣传党和国家的成绩，宣传社区文化；

4.3.5.4 深度挖掘社区文化，为社区里的老人写书立传；

4.3.5.5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区全体居民的数字技能，形成社区数字领导力；

4.3.5.6 定期向其他星级幸福社区学习交流幸福社区建设成果；分享社区幸福建

设经验；

4.3.6 社区环境

4.3.6.1 社区绿化满足国家规定比例要求；

4.3.6.2 绿化植物、植被健康，有专业人护理，定期修理，无病树、死树；

4.3.6.3 环境建设宜人宜居，无违建建筑，无破烂物品长期堆积；

4.3.6.4 有符合现代科学依据的环境美化设施设备，如 LED 大型显示屏、遮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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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5 消防设施、消防通道符合消防法规定要求；

4.3.7 社区服务

4.3.7.1 有方便居民购物的商业服务设施；

4.3.7.2 有布局合理的快递收寄设施；

4.3.7.3 有符合要求的生活垃圾分类并集中收集、储运设施；

4.3.7.4 有图书馆或者公共阅读与学习场所；

4.3.7.5 有“最多跑一次”设备设施，可以在社区完成政府提供的“一次不用跑”

服务；

4.3.7.6 有孤寡老人、残疾人精准扶贫服务机制；

4.4 社区幸福监督指导管理基本要求

4.4.1 社区幸福监督员、指导员、管理员学历及工作经验要求

社区幸福监督员、指导员、管理员应满足一下条件之一：

--具有博士、硕士、本科学历，而且具有优秀幸福社区建设可核查案例；

--具有专科学历，优秀共产党员，或者在国家武装部队服役并获得优秀士兵、

优秀军官、优秀警官，或者在部队荣获过三等功以上，并愿意宣誓为幸福社

区建设努力学习，奉献才华的退役军人。

4.4.2 幸福社区建设监管委员会由 3-5 名符合本标准 4.4.1 条要求的人士组成；

按照 4.5 章规定的程序开展幸福社区建设监督和管理工作；

4.4.3 幸福社区建设监管委员会业务上接受上级委员会的指导和管理，对上级委

员会负责。

4.5 幸福社区建设工作要求

4.5.1 方案制定和审定

幸福社区建设应按照本文件给出的维度和指标进行方案设计、制定，并经过

社区公示以后由幸福社区建设监管委员会审定。

4.5.2 资源配置和建设

--幸福社区建设监管委员会审定建设方案以后，由社区领导班子整合、配置

社区资源，制定建设计划，由满足社区建设资格要求的单位进行相关工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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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过程必须公开、透明，接受幸福社区建设委员会和全体居民的监督；

--所有建设工作都不允许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建设过程中应该让社区环境冲击最小化；

--建设过程中应该加强社区安全防范，严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建设方案中应该有应急预案，并且有第三方安全责任保险。

4.5.3 幸福社区建设验收和评估

--幸福社区建设验收是一个常态和动态过程，由监督委员会负责；

--所有的验收和评估都应该有数据永久保存。

4.6 社区幸福满意度等级分类和管理

4.6.1 幸福社区居民满意度评价是幸福社区建设的重要工作。由授权的有资格第

三方单位进行独立评价。

4.6.2 幸福社区满意度等级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共五

个等级。

4.6.3 幸福社区满意度评价由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按照本标准第五章的规定程

序完成。

4.6.4 幸福社区满意度评价等级有效期一年，到期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幸福”

事件，自动延期；第三年自动升级一星；如果发生“不幸福”事件，自该事

件得到确实之日起自动降级一星。

4.6.5 幸福社区满意度评价实现有偿服务，服务价格公开透明，并向社会公开。

4.7幸福社区标志的使用

4.7.1 幸福社区标志由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颁发，由标准归口单位委托设计和制

作。

4.7.2 幸福社区标志实现数据化动态管理。动态形式的内容包括：

--社区名称；

--社区幸福满意度等级；

--社区负责人姓名；

--社区幸福监督委员会负责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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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幸福社区建设杰出贡献者，享有国家规定的政治荣誉。

4.7.4 获得星级幸福社区评估证书的社区，可以向上级申请幸福社区建设经费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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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幸福社区满意度评估

5.1 评估申报主体

5.1.1 幸福社区级别评估申报主体是需要进行幸福社区等级评定的各类社区，也

可以是社区有关政府要求评定的企事业单位。

5.1.2 评估工作独立进行，不受任何第三方单位的影响。

5.1.3幸福社区满意度评估等级共分为五个级别，从低到高分别为一星级、二星

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对应评估证书等级为。评估等级、评估证书等级

及编号应符合表 5.1的规定。

表 5.1 幸福社区居民满意度评估等级、评估证书等级及编号

评估证书等级 评估证书编号实例

一星级 T/ZJEM-02-2022-★ -编号 +核查二维码

二星级 T/ZJEM-02-2022 ★★-编号+核查二维码

三星级 T/ZJEM-02-2022★★★-编号+核查二维码

四星级 T/ZJEM-02-2022★★★★-编号+核查二维码

五星级 T/ZJEM-02-2022★★★★★-编号+核查二维码

5.1.4 幸福社区满意度评估证书编号 T/ZJEM-02-2020-★-动态编号二维码详解：

“T/ZJEM-02”代表“浙江省经济与管理研究会”团体标准代号，“-02-2022”代

表“社区幸福指数与居民满意度评价规范”，“星的数量”代表级别，“编号”

表示序列号，“核查二维码”用可以在官方网站核查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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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估机构

5.2.1 幸福社区评估机构由本标准归口管理单位负责培训和授权；没有授权的单

位不准进行评估发证活动。

5.2.2 所有的评估活动都由有资格的评估认证专家根据本标准的规定执行，并接

受标准归口管理单位的监督和管理。

5.2.3 评估活动实现数字化管理。每个社区的评估活动由三个独立专家单独评

分。

5.2.4 评估指标应由 10个单项指标组成，每个单项满分为 100分，最终分数取 3

名评审委员的单项平均分，并应按照权重进行汇总得出。评估指标及权重应符合

表 5.0.4的规定。

表 5.2 维度考察评估指标及权重

考察维度 专家 A 专家 B 专家 C 平均分 权重

心智模式 A1 B1 C1

An+Bn+Cn

3

10%

社区服务 A2 B2 C2 10%

社区组织 A3 B3 C3 10%

社区环境 A4 B4 C4 10%

社区安全 A5 B5 C5 10%

社区文化 A6 B6 C6 20%

社区治安 A7 B7 C7 20%

社区监督管理 A8 B8 C8 10%

5.2.5 评估结束，应按照总分所在区间判定合格与不合格，分数等级区间应符合

表 5.3的规定。

表 5.3 幸福社区评估合格与不合格分数设定

名称 合格 不合格

最终得分 >75 <=75

5.2.6 经评估合格的社区，由幸福社区评估受理单位颁发合格证书,并报标准归

口管理单位备案。评估不合格的社区，签发整改报告，六个月以后申请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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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幸福社区比例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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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估测量指标

幸福社区评估测量指标规定如下:

表 6.1 工程数字化市场环境成熟度评估应具备的基本评估条件

维度名称 主要指标描述

心智模式

10 分

4.3.1.1 社区基层党委具有全心全意为社区全体居民创造

幸福社区的强烈愿望，并愿意不遗余力整合社区资产、人

力资源、政策资源创造最大的社区价值；5分

4.3.1.2 社区基层负责人具有知识学习能力；3分

4.3.1.3 社区居民普遍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社

区，厌恶并能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2分

社区组织

10 分

4.3.2.1 社区领导班子通过合法选举产生，并在社区中享

有崇高的威信；2分

4.3.2.2 社区组织架构符合社区实际需求；2分

4.3.2.3 有面向社区孤、寡、病老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

人群脱贫攻坚的机制，和专门人力资源和经费保障；2分

4.3.2.4 财务制度公开透明，接受社区监督，接受上级审

计；2分

4.3.2.5 能带领社区居民形成朝气蓬勃的正能量；1分

4.3.2.6 社区中介服务组织、志愿者服务组织健康发展；1

分

社区卫生

10 分

4.3.3.1 有社区卫生应急管理机制，并且做到“人人皆知”，

每年举办一次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演练”；2分

4.3.3.2 社区公共卫生环境良好，没有卫生死角；2分

4.3.3.3 宠物管理制度合理，没有宠物粪便污染环境；2

分

4.3.3.4 周边医疗保健设施齐全；2分

4.3.3.5 垃圾分类工作符合所在地政府的规定要求；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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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6 配备有符合国家规定比例的急救设施，并定期针

对社区公众进行急救设施的使用培训；1分

社区治安

10 分

4.3.4.1 社区有健全的、符合现代社会科技水平的治安管

理机制，并配备治安设备；2分

4.3.4.2 社区有满足能力模型要求的治安管理人才、民事

调解专家；2分

4.3.4.3 社区有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的消防设施，配置

自动化数字有效功能监控系统；1分

4.3.4.4 社区有青少年心理健康预警机制，有社区居民重

大犯罪隐患预警能力；2分

4.3.4.5 定期开展法制教育；践行法治行动；1分

4.3.4.6 无村霸、黑社会、传销诈骗团伙生存的土壤基础；

2分

社区文化

10 分

4.3.5.1 社区文化、体育、教育、科普活动丰富多彩，并

不断有所创新；2分

4.3.5.2 社区配置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2分

4.3.5.3 社区建设大型室外 LED 显示屏，宣传党和国家的

成绩，宣传社区文化；1分

4.3.5.4 深度挖掘社区文化，为社区里的老人写书立转；1

分

4.3.5.5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区全体居民的数字技能，形

成社区数字领导力；2分

4.3.5.6 定期向其他星级幸福社区学习交流幸福社区建设

成果；分享社区幸福建设经验；2分

社区环境

20分

4.3.6.1 社区绿化满足国家规定比例要求；2分

4.3.6.2 绿化植物、植被健康，有专业人护理，定期修理，

无病树、死树；2分

4.3.6.3 环境建设宜人宜居，无违章建筑，无破烂物品长

期堆积；2分



15

4.3.6.4 有符合现代科学依据的环境美化设施设备，如 LED

大型显示屏、遮阳伞；2分

4.3.6.5 消防设施、消防通道符合消防法规定要求；2分

社区服务

20分

4.3.7.1 有方便居民购物的商业服务设施；2分

4.3.7.2 有布局合理的快递收寄设施；1分

4.3.7.3 有符合要求的生活垃圾分类并集中收集、储运设

施；2分

4.3.7.4 有图书馆或者公共阅读与学习场所；2分

4.3.7.5 有最多跑一次设备设施，可以在社区完成政府提

供的“一次不用跑”服务；2分

4.3.7.6 有孤寡老人、残疾人精准扶贫服务机制；1分

社区监督委员会

10 分

社区幸福监督员、指导员、管理员应满足一下条件之一：

--具有博士、硕士、本科学历，而且具有优秀幸福社区

建设可核查案例；

--具有专科学历，优秀共产党员，或者在国家武装部队

服役并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军官、优秀警官，或者在部队

荣获过三等功以上，并愿意宣誓为幸福社区建设努力学习，

奉献才华的退役军人。5分

4.4.2 幸福社区建设监管委员会由 3-5 名符合本标准

4.4.1 条要求的人士组成；按照 4.5 章规定的程序开展幸福

社区建设监督和管理工作；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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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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