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甸地震、天津爆炸、深圳
塌方……近年来， 自然灾害、突
发事件的救援中，社工的身影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现场以及后续
的多方面救助工作当中。 多次的
实践展现了社会工作在应急救
援中的重要作用， 也对社工人
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日， 广东省民政厅发布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广东省
公共危机社会工作服务队组建
工作的通知》， 委托广东省社会
工作师联合会组建广东首个公
共危机社会工作服务队。

服务队在广东省公开招募
队员 50 人、 后备队员 50 人，分
为评估组、执行组和后勤组。 重

点招募具有应急救援工作经验
的专业社工，要求目前在广东地
区从事专业社会工作且身体健
康、有三年及以上的专业社会工
作服务经验、 持守社工价值理
念，承诺在加入服务队三年内坚
守专业社工岗位，并且队员所在
机构、市级社协和当地民政局同
意推荐，优先考虑有参与汶川抗
震救灾、深圳“富士康员工关爱
行动”、茂名“9·21”洪灾、“9·29
西沙海难受灾渔民”、 鲁甸地震
灾害救援行动等公共危机介入
工作经验的社工。

服务队将通过定期开展培
训、演练，发挥社会工作在危机
前预防、危机中应急与危机后恢

复中的专业作用，有效提升公共
危机社会工作服务能力，满足受
危机影响地区人民群众的社会
服务需求。

此外，广东省民政厅将开展
广东省公共危机志愿服务协会
筹建工作，明确服务队和志愿服
务协会各自的功能和任务，探索
建立“专业社工 全民义工”的公
共危机介入服务联动机制。

据悉，广东省已逐渐启动为
期 3 年的“专业社工 全民义工”
试点工作，按“1 个专业社会工作
服务领域+1 个志愿服务组织+N
名志愿者”的“1+1+N”模式在
省、市、县（市、区）、镇（街道）、社
区等层面推进。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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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明确民办社工机构孵化基地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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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不缺席，
广东省组建公共危机社会工作服务队

近日， 河南省民政厅出台
《关于推动全省民办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孵化基地建设的指导
意见》。

《指导意见》明确民办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孵化基地建设基
本原则。一是坚持专业服务，回
应社会亟需。二是坚持严标准、
低门槛、高支持。孵化基地所在
地可设立扶持民办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发展专项资金， 通过公
益创投、补贴奖励、提供场所、
减免费用等多种方式， 支持民
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成立和

初期运作， 支持其以社区为平
台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三是坚
持政府主导、基地培育引导。

《指导意见》 要求，2016年，
郑州市、洛阳市、信阳市和郑州
市金水区要完成社会组织孵化
基地建设任务。 2017年底前，各
省辖市、直管县（市）力争各建成
1个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孵化基
地须在一年内孵化本地民办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或者社会工作
协会 3个以上, 并同时发挥综合
管理、培育孵化、信息共享、党团
凝聚功能。 （据民政部网站）

天津：社区公益事业可领取专项补助
近日， 天津市民政局和天

津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社区
公益事业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
理暂行办法》，明确社区助老助
残助困助孤等政府购买社区社
会组织服务项目， 按每年每户
12 元标准从天津市级福利彩
票公益金中提取， 并随经济社
会发展和社区工作需要适时提
高提取标准。

《办法》对社区公益事业专
项补助经费给予了明确定义，
即指用于社区助老助残助困助
孤等政府购买社区社会组织服
务项目的资金。 而专项补助经
费承接主体要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已取得社会组织法人资

格， 且上一年度检查结论为合
格； 二是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
结构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
三是具有合规且独立的银行账
号和专业财务人员； 四是有健
全的工作队伍和较好的执行能
力；五是专业社工服务机构，应
确保专职工作人员中有 1 人以
上取得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
平证书或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背
景。 此外，具有 3A 以上评估等
级和有开展实施社会服务项目
的经验、 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
优先考虑。 备案类社区社会组
织可依托街乡镇枢纽型社区社
会组织以组团形式进行项目申
报。 （据中华慈善新闻网）

宁波：青联首次增设“社会组织”界别
近日，宁波市青年联合会十

一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宁波市首次在青联中增设“社会
组织”界别，以优秀青年为纽带，
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
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宁波市青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 此次增设其实考虑已久：
“目前，宁波的青年社会组织蓬

勃发展，亟须充分发挥共青团、
青联、学联、青年志愿者协会等
组织在青年社会组织枢纽式服
务管理中的作用， 有效激发青
年社会组织内在活力， 促进青
年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

此次，２６ 名青年代表入选
十一届宁波市青联社会组织界
委员。 （据《宁波日报》）

广州启动慈善款物募用分离试点
近日，广州市民政局印发开

展慈善款物募用分离试点工作
方案。 广州是目前广东省开展慈
善款物募用分离试点的唯一城
市。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开展慈善款物募用分离，目
的是为加强慈善组织之间分工
协作，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慈善组
织作用， 提升慈善资源使用效
率。 开展慈善款物募用分离，这
是《慈善法》出台后的最新动向。

资助型和服务型组织
分工协作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
展迅速，但慈善资源在行业内的
分布仍不均衡。 许多具有服务专
长但规模较小的慈善组织在获
取善款方面存在困难。 一些知名
度高、募款能力强、资金实力雄
厚的慈善组织未能全面发挥支
持、辐射、带动等龙头作用。 根据
《慈善法》有关规定，不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
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
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
款物。

实行慈善款物募用分离，就
是在款物募集方面有优势的慈
善组织（以下简称“资助型组
织”） 负责慈善资源的募集和管
理，并以一定方式分配给有服务
专长的慈善组织（以下简称“服
务型组织”） 运作项目、 开展活
动。 通过筹募与使用的适度分离
和不同慈善组织之间的分工协
作，提升慈善款物使用效率。 推
进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突出
分工协作，有利于募集款物和开
展服务的两类社会组织资源共
享，促进实现慈善资源利用效率
最大化。

广州市的试点方案明确提
出，开展募用分离试点，重点是
促进资助型组织和服务型组织
发展。 在发展资助型组织方面，
主要是鼓励引导市区两级慈善

会、在市民政局登记的非公募基
金会、业务活动在广州地区的基
金会等各类募款能力较强的社
会组织发展成资助型组织，积极
开展慈善项目资助活动。 在发展
服务型组织方面，主要是鼓励引
导在市区两级民政局登记的社
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
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充分发挥服
务专长， 发展成服务型组织，接
受资助并开展慈善活动。 其中，
受资助的组织或项目应优先选
择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和赈
灾等慈善重点领域实施。

广州市慈善会
率先开展改革试点

据了解，“募用分离”将主要
采取 4 种形式， 包括协议委托、
公益招投标、联合劝募、公益创
投等。

通过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
资助型组织委托服务型组织执
行具体慈善项目， 提供资金支
持。 协议中明确约定服务型组织
按要求实施项目，及时报告项目
开展状况。 可由资助型组织统一
向社会公布项目实施情况。 资助
型组织定期跟踪和督查指导项
目实施，并对项目开展审计和评
估。

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资助型
组织就某一慈善项目或活动公
开征集服务型组织作为执行方。
在招投标文件中明确时间进度、
项目要求、投标人资格和服务质
量要求等内容，鼓励和支持资助
型组织邀请政府部门、 专家学
者、行业资深工作者等共同组建
第三方评标委员会进行综合评
审，择优选定服务型组织。

通过组建联合型组织，吸纳
服务型组织成为会员，为服务型
组织设立专项基金或由公募组
织发起募捐等方式，帮助服务型
组织募款。 在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时，募集资金进入有公募权组织
的对公账户。 双方向社会公众说
明募款主体、募款目的、款物分

配方式和使用方式、拟提取的行
政支出比例等内容。 如采取网络
募捐方式，还需主动向互联网信
息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等提
供募捐许可（备案）证、法人登记
证书等证明公募资格的文件。

通过创投方式，对服务型组
织特别是初创阶段的组织进行
支持， 帮助其实施自有慈善项
目。 开展公益创投时，资助型组
织要查验组织愿景、 项目计划
书、管理团队等情况，并与服务
型组织协商确定资金使用条款
和关键绩效指标。 除提供资金支
持外，服务型组织还可向资助型
组织申请业务咨询、 专业培训、
资源链接等能力建设服务。 服务
型组织在自有慈善项目的规划
设计和宣传推广中主动体现资
助型组织发挥的作用。

据悉，广州市慈善会将作为
市级募用分离的资助型慈善组
织试点单位，今年将重点在扶贫
济困领域，与符合条件的社会服
务机构合作， 采取联合劝募、项
目大赛、协议委托等形式，率先
推动募用分离改革试点。

（据《南方日报》）

� � 广州市慈善会等联合儿童阅读推广社会组织发起成立“儿童阅读公益联盟”，设立专项基金向社会公
募，为符合条件的儿童阅读公益机构提供项目执行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