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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激发脱贫攻坚的“社会活水”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综述
� � 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有一
支力量不容忽视———分布在各个
领域的全国 70 多万社会组织。
2017 年 12 月，《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
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对
外公布，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的“活水”进一步涌流，热潮正起。

全国性社会组织： 发挥优
势，多种方式扶贫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的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超
过 77.3 万个，全国性社会组织共
2315 个。

虽然占比不高，但全国性社
会组织在资产规模、 动员能力、
业务素质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它
们纷纷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以丰
富的形式参与脱贫攻坚：

———农业部主管的中国优质
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 中国蔬菜
协会和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从
北方当地实际情况出发， 推广科
技产业大棚， 助力河北省环京津
28个贫困县共同参与产业脱贫。

———民政部主管的 48 家全
国性社会组织与江西遂川、莲花
两县就脱贫攻坚工作召开了供
需对接会， 除进行项目援助外，

还采取帮扶到户的方式，对两县
7000 余户贫困户一一对接帮扶。

———国资委主管的中国质量
协会，通过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
将扶贫产业信息与贫困户建档立
卡信息准确对应， 为扶贫产品和
扶贫对象建立“二维码名片”，帮
助贫困地区推广绿色农产品、培
育农业品牌， 大大增加了农产品
的附加值，推动贫困户增产增收。

———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扶贫》
杂志社建立了“脱贫攻坚协作交
流平台”， 积极协调中国银行业
协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和中国上
市公司协会等金融类行业协会，
整合有关社会资源，与贫困地区
建立对接联系。

地方社会组织：多措并举，
开展对口帮扶

2017年 12月底，江苏省和陕
西省民政部门在西安举行江苏社
会组织助力陕西脱贫攻坚首批帮
扶项目签约仪式，签约苏陕社会组
织帮扶项目 14个， 包括儿童福利
院建设、敬老院设施改造、残疾人
技能培训等，资金总计 650万元。

这是江苏、陕西民政部门形

成“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协议” 后迈出的重要一步。
根据计划，江苏省民政部门动员
全省 8 万多家社会组织，参与苏
陕扶贫协作。

跨地联动，其力无穷。 在推
进脱贫攻坚的广阔事业中，经济
较发达的地区充分采取集中引
导、财政支持、对口支援等方式，
将本地的社会组织引导到贫困
地区，发挥重要力量。

例如，上海市以对口支援专
项资金资助的方式，鼓励在上海
市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参
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这些社会组织在其对口支援的 7
个省区市、19 个地州市、98 贫困
县开展的社会公益项目，最高可
获得该项目投资资金 30%、50 万
元的资助，极大激发了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的活力。

此外，北京、山东、广东、浙
江等地的民政部门也纷纷采取
行动，引导本省市的社会组织到
对口帮扶的扶贫地区开展形式
多样的脱贫攻坚工作。

贫困地区社会组织： 深入
挖潜，拓展联动效应

既要外部支援，更要内部挖

潜。贫困地区
民政部门为
推动社会组
织参与脱贫
攻坚，一方面
积极引导具
有较强能力
的社会组织
参与本省脱
贫攻坚工作，
另一方面也
积极协调对
接，为支持本
省脱贫攻坚
工作的社会
组织做好协
调配合、提供
信息、加强沟
通等工作。

在陕西，“社会力量参与精
准扶贫”的模式不断探索，近年
来动员了 952 家社会组织共实
施贫困帮扶项目 800 余个，覆盖
了全省 1400 多个贫困村，28 万
人次贫困人口受益。

在甘肃，民政部门积极引导
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参与地方精
准扶贫，组织专业社工多次前往
贫困地区，与当地扶贫队深入讨
论，制定了产业扶持、特殊群体
关爱、社会支持系统构建、乡村

文化培育、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
等各方面扶贫措施，根据贫困地
区实际需求，将扶志和扶智相结
合，以增强贫困地区建档立卡农
户的社会支持系统为重点，切实
帮助脱贫。

此外，云南、黑龙江、新疆、
西藏等地民政部门，也积极配合
各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对口支援
民政部门， 主动提供相应服务，
全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本省本
区的脱贫攻坚工作。

（据新华社）

新春后第一个工作日，深圳
社工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春礼
物，2 月 22 日，深圳市民政局在
其官网发布了《关于促进社会工
作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根
据该征求意见稿，深圳社工薪酬
待遇偏低的状况将有望改变，平
均工资标准将从 5000 元/人/月
提高至万元以上。

深圳曾是国内最早引入专
业社工服务的城市， 早在 2007
年， 深圳市委市政府就在全国
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
发展的意见》。 经过 10 余年探
索实践，目前，深圳拥有一支近
万人的社工从业队伍， 覆盖了
社会救助、 社区建设、 婚姻家
庭、 精神卫生、 教育辅导等 14
个服务领域。

然而， 由于社会认同感不
高，晋升空间有限，特别是待遇
较低等原因，近年来，深圳社工
人才流失的现象十分突出，
2014 年， 深圳社工流失率高达
22%。 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记者了解，目前，深圳社工平均
月工资标准仅为 5000 元左右。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共
6 部分 24 条， 文件围绕当前深
圳社会工作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确定了“夯实社会工作基础
作用”、“完善社会工作职业体
系”、“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水
平”、“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

服务”、“强化社会工作服务监
管体系”和“保障措施”的制度
框架， 并明确了具体的牵头单
位和责任单位。

记者注意到，与 2007 年发
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
意见》相比，此征求意见稿在发
展方向的设定和制度框架的构
建方面，实现了三大转变：将追
求发展规模转变为注重发展质
量， 将民政统一购买社会工作
岗位转变为各使用单位独立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将多重
评估监管转变为以法律为基础
的信用承诺综合监管。

针对业内普遍关注的薪酬
标准问题， 征求意见稿提出了
社工的薪酬指导标准按照市人
力资源保障局上年度发布的
“卫生与社会工作”行业工资指
导价位平均值执行， 按照目前
指导价位， 社工平均工资标准
将 从 5000 元/人/月 提 高 至
10647 元/人/月（税前，含个人
五险一金），社工人力成本标准
将 从 7.6 万 元/人/年 提 高 至
16.01 万 元 /人/年 ， 增 幅
109.23%； 全市购买社会工作服
务经费从 2017 年 6.5 亿元至增
长 2019 年 12.07 亿元 ， 增幅
85.16%。 该征求意见稿的出台，
将有望改变社工薪酬待遇普遍
偏低的状况， 全面提升行业吸
引力。

此外， 关于社工服务购买

主体和购买方式， 征求意见稿
将“民政集中购买、 分部门使
用”转变为“谁使用谁购买”，明
确提出各职能部门、 群团组织
是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购买主
体， 购买服务时应以项目购买
为主， 并将依成本核算的项目
购买经费纳入各部门的年度财
政预算， 此项规定将改变以往
由市、 区民政部门作为购买主
体， 将社会工作岗位嵌入各职
能部门使用， 经费由福彩公益
金、区级财政分别保障的模式。

对于深圳民政局今日发布
的征求意见稿， 中国青年志愿
者协会副会长、 广东青年职业
学院社工系教授谭建光认为，
该政策出台对推动社工事业发
展显然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
是具体落实上需要逐步推进。
一是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和社
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如何提
升，如何衡量，以获得各部门的
足够重视和支持， 否则只能是
雷声大雨点小。 二是社会工作
由民政购买服务为主转向“谁
使用，谁购买”，由于各职能部
门和机构购买社工服务的积极
性有差异， 因此具体效果尚需
观察， 三是大幅提高社工工资
标准是好事情， 但是具体落实
到位的难度依然大。

从 2 月 22 日至 3 月 6 日，
深圳市民政局将就此征求意见
稿面向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公
开征求意见。 （据中青在线）

� � 福建省民政厅于日前出台
《福建省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工作
指引》。《指引》共 10 章 41 条，明
确了会计机构与会计人员、会计
核算、收入管理、支出管理、资产
管理、票据管理、财务档案管理、
财务监督等内容，为全省各级民
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财
务管理提供了遵循。

《指引》明确，社会组织对外
投资的， 应由理事会研究决定，
并建立投资责任追溯机制，明确
投资止损原则，因决策不当致使
社会组织财产损失的，参加决策

并作出投资决定的理事应当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社会团体收
取会费必须使用省财政厅统一
印制的社会团体会费专用收据。
社会组织依法从事有偿服务活
动，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申领
发票手续，需要临时使用发票的
可到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
发票。 社会组织接受捐赠应使用
公益事业捐赠专用票据。 社会组
织从事其他活动发生的收费行
为，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使用相
应的票据。

（据民政部网站）

广州：鼓励支持企业参与创建慈善之城

� � 近日，广州市民政局、市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市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
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印发了《关于
鼓励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广州市
创建慈善之城的意见》， 鼓励支
持企业积极参与广州市创建“慈
善之城”行动。

《意见》结合广州实际，从企
业积极参与广州市创建慈善之
城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参与
途径、支持措施四个方面提出了
具体意见。

在基本原则方面， 提出了
“协同发展、 自愿无偿、 守法诚
信、因地制宜”四个原则，强调了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自愿

无偿捐赠、守法诚信行善、科学
选择慈善领域等内容。

在参与途径方面，提出了“弘
扬慈善文化， 鼓励开展企业慈善
志愿服务；完善参与体系，实现企
业慈善专业化发展； 发挥企业优
势，推动慈善形式创新；突出扶贫
济困，重点帮扶困难群体”等四个
方面 11条措施。

在支持鼓励措施方面，提出
了政府各部门要“落实支持政
策、加强工作指导、做好慈善需
求对接、 完善扶持和激励措施”
四项保障意见，进一步明确政策
法规赋予有关政府部门在慈善
领域的行政职责或指导职责。

（据金羊网）

深圳社工工资标准将突破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