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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3家协会违规开展评比活动被通报批评
� � 6 月 28 日，民政部社会组
织管理局发布通报，对违规开
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并收费
的中国烹饪协会、贵州省企业
联合会、贵州省质量协会进行
了批评。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中国烹饪协会违反《社
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
理暂行规定》关于“评比表彰
坚持非营利性原则……不得
在评选前后收取各种相关费
用或通过其他方式变相收
费”的规定，违规开展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并收取费用 444.71
万元。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贵州省企业联合会违反
《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评比表
彰坚持非营利性原则……不
得在评选前后收取各种相关
费用或通过其他方式变相收
费”的规定，违规开展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并收取费用 25.2
万元。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贵州省质量协会违反《社
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

理暂行规定》关于“评比表彰坚
持非营利性原则……不得在
评选前后收取各种相关费用
或通过其他方式变相收费”的
规定，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
活动并收取费用 20.11 万元。

《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
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明确规
定，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1、符合社会组织章程规定
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不得超出
其活动地域和业务领域；

2、坚持面向基层、注重实
效，严格控制数量，防止过多
过滥；

3、 坚持非营利性原则，不
得向评选对象收取任何费用，
不得在评选前后收取各种相
关费用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变
相收费，不得以任何形式与营
利性机构合作举办或者委托
营利性机构举办；

4、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
则，做到奖项设置合理，评选范
围和规模适当，评选条件和程
序严格公正，评选过程公开透
明；

5、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或奖

项的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
织名称， 未经批准不得冠以
“中国”、“全国”、“国际”、“世
界”或其他类似字样。

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有违法违规情形的，以
及社会组织未经批准擅自开
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由登
记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并可视
其情节给予行政处罚。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在
通报中强调，大力清理规范行
业协会商会涉企乱收费，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
善我国营商环境、切实减轻企
业负担、推动企业转型提质增
效的坚定决心。

各行业协会商会要提高
政治站位， 树立大局意识，把
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来对待，做到小道理
服从大道理，有令必行、有禁
必止。

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大监
管执法查处力度，对违法违规
收费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曝光一起，切实减轻企业
负担，助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

入口开阔无障碍、 职能
电话号码公开、 空间整齐有
序……位于广州老城区深处
的北京街广卫家庭综合服务
中心，街坊邻居步入其中便能
直观地感受到规范和精细的
服务。

2017 年 8 月，广州市民政
局与香港社区发展促进会等
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计划用 3
年时间导入香港标准化经验。

统一形象的视觉识别和
设计与包装，内部管理与服务
标准的制定和导入， 长者、青
少年、家庭三个社工服务领域
服务标准的制定……广州市
民政局社工处处长夏健近日
对记者说，软硬件兼顾的标准
化，旨在“实现社会工作标准
化、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的
目标。 ”

借鉴香港模式设立的广
州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经过
十年发展目前已达 188 个 ，
覆盖所有街道， 不仅通过导
入香港标准化经验提供更精
细的社会服务， 而且作为政
府购买社工服务的主要专业
平台， 近期得到新一轮的政
策推动。

广州日前连续出台《广州
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
中心）管理办法》和《广州市社
会工作服务条例》 等政策，鼓
励具备条件的镇（街）增设更

多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并将每
个项目经费增加 20%，将人员
支出经费比例由原来的 60％
提高到 65％，提高了社工的薪
酬保障，并进一步促进这一平
台的发展。

近十年来，内地社会工作
随着社工职业化、政府购买服
务等政策推进得到快速发展。
广州地处毗邻香港的珠三角
地区，借鉴香港经验，持续在
社工督导和家庭综合服务等
方面与香港展开合作，获得显
著成效。

2011 年广州与香港社会
工作主任协会签订合作协议
书，后者派出社工督导业余时
间来穗提供专业支持服务。 如
今，广州社工专业人才队伍达
1.3 万多人， 去年服务群众约
300 万人次， 解决了 3.2 万个
社区问题。

目前广州有 60 多个家庭
综合服务中心由香港方面派
出资深专家团队， 对口跟踪
服务。 承接北京街广卫家庭
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的启创社
工余婉雯说， 她所在的服务
中心除了启创的理事长是香
港资深社工和教师罗观翠
外，还有两个香港督导，其中
一个负责每月一次的疑难个
案讨论会、 指导社工应对技
巧， 另一个则负责构建家庭
综合服务中心推动社区发展

的逻辑模式。
在导入标准化经验的工

作上，香港督导每个月都会在
广州试点的 6 个服务中心现
场指导。“他每个月来三天，6
个服务中心代表会集中汇报
上月成效。 督导会指导具体工
作。 ”余婉雯说。

据广州市民政局介绍，在
借鉴的基础上，广州将家庭综
合服务中心的服务模式由最
初的“3+X” 升级为目前的

“113X”，即在每个服务中心的
家庭、老人、青少年 3 方面基
础社工服务及“X”个特色项
目之外， 突出辖区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重点项
目。

夏健说， 原来的模式下，
同质化的项目偏多，现在的模
式鼓励每个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根据当地群众需求确定重
点项目， 比如服务外来人口、
服务失独老人等。

同时，广州还建立统一的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库制度，由
民政部门将当前最突出的社
会需求列入，框定财政购买的
范围， 避免重复与同质化；在
农村不易设置家庭综合服务
中心的地点，试点社工岗位购
买，让流动的社工做服务留守
妇女儿童等专项，进一步贴近
百姓。

（据新华社）

湖南：出台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建设标准
� � 根据湖南省“两新”组织党组织
的实际特点，近日，湖南省委“两新”
工委出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支
部“五化”建设标准（试行）》《社会组
织党支部“五化”建设标准（试行）》
《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规范化建
设标准（试行）》，为“两新”组织党支
部“量身打造”规范化建设“标尺”。

文件规定， 非公经济组织党
支部可依托各类园区、商务楼宇、
商圈市场、 众创空间等建立区域
性或综合性党组织，社会影响大、
党员数量多的非公经济组织党组
织可由县及县以上党组织直接管
理。“两新”组织党组织选配的党
支部书记须具有 1 年以上党龄；
党支部每年召开 1 次主题组织生

活会； 每年开展 1 次民主评论党
员工作， 支部书记每半年至少与
班子成员谈心谈话 1 次， 每年至
少与支部党员谈心谈话 1 次，每
年至少与“两新”组织出资人（负
责人）谈心谈话 1 次，每月相对固
定 1 天作为主题党日； 要利用红
色文化资源、党性教育基地、扶贫
联系点等平台阵地， 运用“互联
网+”技术，依托“红星网”“红星
云”， 构建党员的学习交流平台，
鼓励以支部为单元建立党建微信
群、QQ 群， 开设微信公众号，以

“微党课”“微视频”“微动漫”等形
式，打造党员随时随地接受学习、
教育、管理、服务的“网上阵地”。

（据《湖南日报》）

深圳：打造 109 个社工禁毒品牌服务项目
� � 深圳市民政局、市社会组织管
理局积极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
组织联动、全民参与的新时代禁毒
人民战争新格局，继在国内率先开
展禁毒社会工作试点后， 又力推
109个社工禁毒品牌项目， 服务覆
盖全市 10 个区（新区）。

深圳于 2008 年正式开展禁毒
社工服务。 禁毒社工通过派驻戒
毒所、拘留所、街道、社区、禁毒服
务中心、 美沙酮门诊及开展禁毒
服务项目等形式， 为戒毒人士提
供心理辅导、行为修正、家庭关系
及社会环境改善、就业培训、跟踪
帮教等服务， 协助禁毒对象达到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脱毒， 顺利回
归社会。

历经 10 年，深圳已有 14 家专
业社工机构 851 人专职开展禁毒
社工项目，服务覆盖全市 10 个区
（新区）， 涉及社区戒毒康复前期
介入与后期衔接、戒毒所/拘留所
等场所驻所介入、 校园/社区/企
业/工厂等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及
市、区、街道三级部门行政协调工
作 4 大种类。

深圳禁毒社工还以戒毒康复人
员和禁毒宣传对象的个性化需求为
本，推动禁毒服务精细化发展，打造
了 109 个禁毒领域的品牌服务项
目。 禁毒社工们润物无声的“软性”
服务， 成为对传统强制戒毒手法的
一种有效补充。

（据民政部网站）

重庆：社工专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启动

� � 近日，重庆市民政局组织召开
2018 年“三区”计划暨深度贫困乡
镇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推进会，部署
2018 年“三区”计划暨深度贫困乡
镇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任务要求。

根据《关于公布重庆市 2018
年边远贫困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
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
持计划项目派出单位及选派与培
养人员名单的通知》，确定重庆市
开州区爱心慈善发展中心、 重庆
扬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春
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慈众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德馨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江北
区新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
市黔江区顺意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重庆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等 8 家机构作为重庆市 2018 年
“三区”计划项目援派机构，共选
派 45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开
州区、城口县、云阳县、奉节县、巫
山县、巫溪县、石柱县、酉阳县、彭
水县等 9 个国家级贫困区县（自
治县）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并为每
个区县（自治县）培养 2~3 名本土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据民政部网站）

借鉴香港经验
广州社工服务走向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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