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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组织 12 种失信行为将入黑名单
� � 浙江省于本月初开始正
式施行社会组织“黑名单”管
理办法。 今后，社会组织出现
未依法履行义务， 或从事以
营利为目的经营性活动等违
法违规行为， 将被列入失信
“黑名单”。

社会组织被列入失信“黑
名单”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机关依照法律、 法规和国家
有关规定，采取下列 9 条惩戒
措施：1.在日常监管中将其列
为重点监管对象， 加大财务
审计和行政检查力度， 必要

时开展负责人约谈，并责令限
期整改；2. 在行政许可工作
中，列为重点核查对象，从严
审核行政审批项目，限制新增
项目审批、核准；3.限制参加政
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4.
限制承接政府授权或委托事
项；5. 限制参加社会组织评估
和评比表彰活动；6. 限制享受
专项资金资助、税收优惠等政
策扶持；7. 不得再以社会组织
或慈善组织名义开展活动，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3 年内不
得担任其他社会组织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8.对已经取得社
会组织评估等级且未到期的
社会组织，予以降低或取消评
估等级；9. 对已经取得承接政
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税收
优惠等政策扶持的社会组织，
取消相关优惠政策。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截
至 2016 年 12 月底，浙江省依
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共 47198
个。 其中社会团体 21948 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 24742 个，基
金会 508 个。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山西：出台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意见
� � 近日，山西省出台了《关
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实施意
见》，并附有《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目
录》。《意见》提出，要采取“自
下而上、以需定供”方式提供
互动式菜单式服务， 确保到

2020 年， 在全省基本建立比
较完善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指导性目录》包括
公益性文化体育产品的创作
与传播，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
的组织与承办，山西优秀传统

文化与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
保护、传承与展示，公共文化
体育设施的运营和管理，民办
文化体育机构提供的免费或
低收费服务 5 大类、73 项，其
中第一批重点试点推广项目
53 项。

（据中国经济网）

广州：搭建平台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

� � 近日，《广州市民政局关
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
正式出台并实施。 要求至
2019 年，逐步构建形成“政府
主导、多方参与、协调联动、有
序参与、共同应对”的防灾减
灾救灾工作格局。 此前，在广
州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广州市

社会组织联合会携手广州市
慈善会等 6 家单位联合成立

“广州市社会力量防灾减灾救
灾联盟”， 搭建社会力量参与
防灾减灾救灾服务枢纽平台，
合力统筹社会力量有序参与
防灾减灾救灾。

联盟首批成员单位达 83
家，涵盖专业救援类、慈善募

捐类、 社会服务类、 物资保障
类、 志愿服务类以及综合支持
类等六大组织类别； 并与中国
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 中国
扶贫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
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等 4家有
丰富救灾经验的社会组织达成
战略合作， 共同参与广州市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 （据南方网）

04 新闻
２０17．2.21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News

粤东西北 5000万招聘一线社工 940名
� � 日前，广东省民政厅启动了
广东省 “双百镇 (街 )社会工作服
务五年计划”(以下简称 “双百计
划”)社工招聘工作。 计划招聘一
线社工共 940 名 ， 今年将投入
5000 万元专门用于社工工资发
放。 报名将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
截止。

940个岗位逾 6500人报名

“双百计划”拟在粤东西北
地区和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
台山、 开平、 恩平等地建设 200
个镇(街)社工服务站，招聘一线
社工共 940 名，依托镇(街)直接
配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开展专
业社工服务。

“双百计划”服务对象为本
镇(街)困境人群和社区，重点是
面临困境的老年人、 妇女儿童、
青少年、残疾人、城乡低保对象、
农村留守人员、 优抚安置对象
等，采用专项化方式运作，实施
项目管理，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
技巧，提供精神慰藉、资源链接、
能力提升、关系调适、社会融入
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双百计划”将主要录用粤
东西北本地社工或者已在外地
从事社会工作人才回家乡开展
社工服务，建立稳定的、本土一
线社工服务队伍、本土社会工作
支持平台、 本土社会工作机构，
以此减少人才流失，达到长期服
务的目的。

据广东省民政厅透露，截至 2
月 17日 18时已有 6591人报名。

投入 5000 万元用于
工资发放

招聘计划显示，为了吸引更
多人才参与到粤东西北的社会
工作，“双百计划”资金主要由广
东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投入，
2017 年投入 5000 万元专门用于
社工工资发放， 今后每年递增
5%， 第一年年薪人均 5 万 (含
税)，通过年度考核按 5%比例逐
年递增； 每年投入 500 万元，专
门用于聘请社会工作督导。李嘉
诚基金会资助 200 万元用于相
关社工培训及粤东地区项目资
助。此外，在资金方面，今后将建
立“双百计划”服务专项与省级

基金会对接平台，动员社会慈善
组织资助支持社工站开展慈善
活动。

除了资金保障，“双百计划”
还将联合中山大学等高校组建
督导团队，为社会工作提供专业
支持。 据了解，每个镇(街)社工服
务站将配备 3~8 名社工。 社工招
聘由镇、 街道提出用人需求，全
省统一发布社工服务站社工招
聘信息，统一报名、统一招聘，由
当地镇(街)政府签订劳动合同，
2017 年 6 月底前配齐上岗。

粤社工专业人才
区域发展不平衡

珠三角城市的社会工作发
展起步较早、覆盖较广：深圳率
先探索“政府购买社工岗位”的
发展方式，于 2007 年通过“7+1”
文件，在制度上初步确立了政府
购买社工服务模式；之后，广州
在借鉴香港、新加坡经验基础上
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方
面探索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方式；东莞、中山已实现镇(街)社
工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

对比来看，粤东西北地区的
社会工作发展则相对滞后。“长
期以来，我省尤其是粤东西北地
区基层民政服务力量严重不足，
严重制约着民政事业的发展。 ”
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卓志强曾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资金、机构、人才等主要集
中在珠三角地区，粤东西北地区
社会工作仍然普遍存在缺人才、
缺资金、缺路径等问题，比如截

至 2016 年底，粤东西北地区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数 1104 个，仅占全
省 7%，年度资金投入 2330 万，不
足全省 2%。 ”卓志强透露。

“实施‘双百计划’正是为了
破解基层民政服务力量薄弱的
难题。 ”卓志强介绍称，“双百计
划”将社工力量与民政服务相结
合，更好地为有需求的群众和社
区提供专业服务。

（据《南方都市报》）

� � 一个人能为社区居民办理 119
项业务，在南京，这样的全科型社
工已超过 600 人。

玄武区锁金村街道社工张翠翠
从事社会工作已有 3 年多， 并在社
区创新组建专业社工服务队。 遇到
“山东籍老人能不能办理南京老年
优待证”“异地来宁人员如何转办医
保手续”“失业人员如何申领失业
金”等类似问题，熟练掌握 119 项公
共服务政策流程的全科社工必须
“一口清”。“服务效率大大提高，让
居民少跑腿。 ”张翠翠说。

目前， 江苏全省所有街道都挂
牌设立“一门受理”窗口，要求窗口
社工承接救助、社保、计生等各项
业务，让居民想办的各种事在一个
窗口受理。 在此基础上，窗口社工
如能一人办理所有业务，效率将加
倍提升。 因此，全科社工要熟练掌
握社区各项业务办理方法，从“一
专多能”到“全科全能”，用扎实的
业务基本功，减少来访居民“等待、
再来、折腾”等现象，达到“即来即
办、即办即走”的便民服务标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100
多项政策业务要‘门门清’，比如民
政低保政策，每年都有变化，针对
不同人群又有不同政策，需要不断
学习。 ”栖霞区社工袁雪说，为了应
对政策变化， 她下班后经常查文
件、背资料，掌握最新信息。

“工资不高，事情很杂，鸡毛蒜
皮，家长里短，社工这份工作还真
不好干！ ”在鼓楼区社工李敏看来，
社工不仅需要很高的职业素养，还
需要一份默默坚守的耐心。 助人自
助，这是社工的职业追求。 去年，李
敏的一名社工同事陈莎莎突患大
病，社区居民获知后，自发募集上

万元医疗费用，送到陈莎莎病床前。
“我们付出一点努力，很多社区老人
见到我们都是千恩万谢，这种回报
是我们坚守社工这份职业的最大
动力。 ”

在街道去经济化、 社区去行政
化的改革过程中，全科型社工在基
层越来越受欢迎，人才缺口也很大。
南京市公益创投协会常务副会长
常建东表示，目前南京有上万名在
社区一线服务的社工， 真正具备
“全科”技能的仍占少数，很多地方
甚至还没有引入“全科社工”理念。
下一步，南京将在试点的基础上，全
面推行“全科社工”服务，方便居民
办事，提高基层组织的服务效能。

江苏省目前已有 37590 人取得
专业社工资格，居全国第二。 随着
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逐步建立，江
苏仅去年上半年就投入 1.3 亿元购
买社会服务。 江苏省民政厅基层政
权处处长仲锦表示，全科社工是这
支队伍里的佼佼者，将为居民享受
专业化社会服务提供人才支撑。 让
每位社工走入网格能与居民亲密
接触、洞察社情民意；坐下办公能对
居民诉求解疑答惑，并能“一口清”
导办、“一门式” 受理、“一条龙”服
务，这是社会服务的目标。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花菊香认
为，全科社工的出现，是社会服务
转型的必然需求， 但与社工工作
量相匹配的社会待遇还没有调整
到位。为此，南京试行“全科社工”
与社会工作站、 社区服务中心签
订协议，竞争上岗，有效激发其积
极性，社工福利待遇不再“吃大锅
饭”。 李敏透露，在全科社工岗位
上，工作量比以前增加，收入也得
到相应提升。 （据《新华日报》）

� � 2 月 10 日， 惠州金湖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组织社区居民一起做
汤圆、聊家常,庆祝元宵节。

南京推动“全科社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