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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深圳罗湖试点探索社会组织四项改革
登记管理、税前抵扣或财政补贴、业主大会、去行政化
� � 给社会组织“松绑”、降低社
会组织准入“门槛”、加大社会组
织培育扶持力度……近日启动
的深圳罗湖区社会组织改革释
放出诸多利好。

据悉，深圳市民政局将与罗
湖区政府签订社会组织改革试
点协议，授予罗湖区社会组织改
革权限。 协议签订后，深圳将在
罗湖区试点探索社会组织四项
改革—————深化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制度改革；探索社会组织税
前抵扣或财政补贴政策；业主大
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探索；社会
组织去行政化改革。

在辖区社会组织尤其是草
根社会组织看来，这是一次实现
社团理想和抱负的大好机会。

对社会组织实行宽进严管

今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多个重要场合和会议上强
调，要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改革力度。

“注意，克强总理说的是放
管结合，不是管放结合，虽只一
字之差，却意义重大。 ”罗湖区民
政局局长吕毅表示，过去，政府
强调管字当头，国务院这次发出
的信号很明确，要先放再管。 这
么多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缓
慢的症结在于政府对社会组织
不放心，认为管理社会组织是一
件非常麻烦的事，所以，一直以
来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都被卡
得很严。

罗湖这次要做的是对社会
组织实行宽进严管。 宽进主要体
现在进一步降低社会组织登记

门槛，其中包括取消 3 万元以上
的注册资金限制、扩大社会组织
直接登记范围、 降低注册场所要
求等等。针对“重登记、轻监管”的
老问题， 罗湖提出建立社会组织
透明度数据库， 委托国内知名的
专业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组织透明
度调查并发布透明度排行榜、构
筑更多元的监督主体、 建立健全
社会组织退出机制等思路。

在社会公益组织培育和扶
持方面，罗湖力度空前。 首先，罗
湖设立了社区基金，由区财政向
全区 115 个居委会各投入 10 万
元，基金将被用于社区社会组织
孵化、社区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
发展、 社区文体公益活动等，通
过社区居民议事会决议使用。 与
此同时，由罗湖区社工委和罗湖
区民政局共同推动“大爱罗湖”
首届公益慈善项目对接计划也
已启动， 只要你有公益项目，只
要这个项目落地罗湖，都可以报
名参与 PK，最高可获得 20 万元
的项目资助。

“这次改革的目标是要让社
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和有序管理，
在社会公益组织财务公开透明和
监管到位的前提下，政府财政给予
资金支持是理所当然的，怕就怕政
府资金拨出去最后落到个人口袋，
这种情况是要坚决排除的。 ”罗湖
区委书记倪泽望强调。

举步维艰的草根社团

没有办公场地、没有活动经
费，空有一番热情的草根型社会
组织，想要在公益事业上有所作
为，往往会遭遇诸多壁垒。 罗湖

区恒善义工协会的发起人吴传
茂对此深有体会。

恒善义工协会自发成立于
2009 年 6 月，当时，吴传茂和一
群年轻人通过网络认识，出于想
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大家一
拍即合，组建了“罗湖区桂园网
络义工队”。 经过三年多的发展
壮大，2013 年 2 月， 吴传茂在罗
湖区民政局办理注册登记，并改
名为“罗湖区恒善义工协会”，恒
善，即为永恒行善，长久做好事
的意思。

“以前办理登记门槛比较
高，我先后跑了好多遍才注册成
功。 ”吴传茂说，以往办理社会组
织登记必须要有万元以上的注
册资金，同时要提供注册场所的
租赁合同。 那个时候，吴传茂每
个月工资才四五千块钱，东拼西
凑凑齐注册资金后，又为租赁合
同发愁。“当时我们根本没钱租
办公场地，最后还是桂园街道办
出面帮我们开证明，并将街道办
四楼的团委办公室隔出一部分
出来无偿借给我们存放物资。 ”
吴传茂称，直到现在，他们都没
有专门的办公场地。

“不可否认，我们是一支年
轻的队伍，我们绝大部分义工凭
一腔热血， 兼职从事公益服务。
我们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如人
员、项目、财务等方面的管理知
识匮乏； 我们缺乏资金扶持，我
们的义工大老远跑过来参加活
动，连交通费、路费、餐费都是自
己垫付。 我们发现可以为社区做
一些更深层次的公益服务，但受
条件限制无法开展。 ”社团在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一度让吴

传茂忧心头疼。
据了解， 由于缺乏技术和资

金支持， 深圳全市有相当一部分
草根型社会组织刚成立不久就
“黄”掉，相比之下，恒善义工协会
算是发展得比较好的社会团体。

不再“单打独斗”

吴传茂和全区数百位民间组
织发起人受邀参加了罗湖区社会
组织改革发布会，在吴传茂看来，
这是一次实现社团理想和抱负的
大好机会， 此次改革也必将推动
社会组织迎来黄金发展期。

“改革方案强调要让社会组
织真正落地在社会，让公益和慈
善真正回归到民间，这是政府在
观念上一次重要的转变。 ”吴传
茂说，罗湖区委区政府大力推进
社会组织改革，降低社会组织登
记门槛， 加大社会组织扶持力
度，这意味着更多的民间组织可

以拿到“出生证”，社会组织发展
不再“单打独斗”。

作为此次改革的一项重要
内容， 大爱罗湖·公益慈善项目
对接计划将通过政府搭台， 由爱
心企业为社会组织开展公益项目
提供资金扶持。“这项活动将为公
益组织特别是我们这些处于起步
期的公益组织带来曙光和希望，
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机构化运作
的组织。 我们坚信， 有政府的支
持，有企业家的扶持，我们定能把
现有的公益项目做得更好， 实现
我们的理想。 ”吴传茂表示。

由于没有资金，过去，吴传
茂带领的社团在开展公益活动
前，会四处找企业“化缘”，一天
下来，联系的十多家企业，最终有
意向的只有一两家，吃闭门羹是常
有的事。“今后我们不仅能喝到汤，
还有可能吃到肉。 ”吴传茂表示，改
革后，他们可以凭项目和其他社团
公平竞争。 （据《南方都市报》）

福建省社会组织工作专家
库于 6 月正式成立。

据悉，专家库专家是在自
荐、单位推荐的基础上，根据
入选条件进行筛选确定的。专
家来自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
关、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社会
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高校、科
研院所、会计师和审计师事务
所、社会组织，以及财政、税务

等部门，首批确定 53 人。 专家
库成员任期 5 年，其主要职责
包括参与社会组织政策创制
和发展规划制定、 课题调研
等；参与社会组织评估、社会
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评审
等；为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
管单位和社会组织提供咨询
服务等方面。

（据福建省人民政府网站）

福建：社会组织工作专家库成立
近年来， 安徽省民政厅将民

办社工服务机构培育发展作为重
要内容，纳入《关于加强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安徽省“十二五”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大力推进民
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

一是在政策上加强引导，于
2012 年、2014 年相继出台《关于
加快培育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
步加快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发展的通知》， 通过降低门
槛、简化程序、充分调动高校社
工教师和持证人员创办机构，并
鼓励现有的公益慈善类、服务类
社会组织向民办社工机构转型。
二是在资金上给予扶持，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支持，整合现有资源
或新建等方式，设立省（市）级民
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孵化基地。
同时，加大民政部门留用的福彩
公益金使用力度，对新成立的社
工机构在开办资金、承接项目上

给予扶持，支持其启动和正常运
作。 三是在项目上加大倾斜，以

“三区” 专项计划、“大爱之行”、
“江淮社工行动” 等社工服务项
目实施为契机，将服务项目交由
社工机构承接，以项目带动机构
发展， 不断提升专业服务水平，
打造社工服务品牌。

截至目前，全省民办社工机
构数量增至 80 家， 仅今年上半
年就新增 38 家， 同比增幅超过
150%。 （据社会工作网）

6 月 3 日上午， 连云港市中
级人民法院通报该市资源环境审
判工作情况，其中创新性引用“劳
役代偿”概念，判处一污染企业老
板王某在 2年内提供总计 960小
时的环境公益劳动的案件。 据介
绍， 该案系江苏首例以环境公益
劳动“替代”环境污染赔偿案。

王某在连云港市经营一家石
英石加工厂，2012年下半年以来，

王某在经营加工厂期间，私自设置
管道排放约 100吨含酸废水，造成
严重污染。后经当地环境保护部门
处理，该加工厂停止经营。

近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此案进行判决，认定王某应
赔偿环境损失共计 7.5 万元。 因
王某没有能力全部支付，法院判
决其赔偿 5.1 万元用于对生态环
境恢复和治理。

此外，依据王某经济非常困
难，自愿在经济赔偿能力不足的
情况下，通过提供有益于环境保
护的劳务活动抵补其对环境造
成的损害，符合“谁污染，谁治
理，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
宗旨，法院判王某在 2 年内提供
总计 960 小时的环境公益劳动，
以弥补其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不
足部分。 （据《现代快报》）

重庆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
《重庆市志愿服务条例》。

条例规定,志愿服务组织开
展应急救援、大型社会活动、境
外志愿服务等具有较大人身伤
害风险的志愿服务活动,应当为
志愿者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保
险。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通过购
买公共服务的方式， 支持志愿
服务事业发展。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实行

注册志愿者星级认定制度。志
愿服务工时可以换取一定的
社区服务, 在公共服务等方面
享受优待。高等学校、中等职业
学校、 技工学校和普通中学可
以将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情
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指标。 国
家机关、人民团体、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可以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用、 聘用和录取有良好
志愿服务记录的注册志愿者。

（据 《法制日报 》）

重庆：注册志愿者可获得优惠

安徽：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增至 80家

江苏：企业老板非法排污被判赔公益劳动

罗湖桂园恒善义工协会的义工在老人院开展敬老爱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