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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如何使用？
风向标来了!

社工工资
不超过资金总额的 30%

由于社会工作项目的服务
属性，社工工资可以说是主要的
成本之一。《指引》明确提出，社
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可列支本
组织专门从事社工服务人员的
工资性支出。

根据《2020 年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的规定，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是以孤弃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农村留守妇女、老年
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为重点服
务对象，针对需求提供包括矛盾
调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行为
矫治、关系调适等在内的社会工
作专业服务项目。

究竟如何列支呢，标准是什
么样的？

从社工个人来看，《指南》明
确， 费用按工作次数及时间计
算，每天的费用标准应不高于当
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

外聘专业社工的服务费参
照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的相关
规定执行（不得超过项目立项单
位所在地（或项目执行地）的上
年社会平均日工资，且每人每天
不超过 200 元）。

从工资总额来看，《指南》明
确，中央财政资金中列支的本组
织专门从事社工服务人员的工
资性支出不得超过中央财政资
金社工服务活动资金预算总额
的 30%。

按照《实施方案》的规定，社
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每个项目
的资金不超过 60 万元， 那么在
项目中社工工作总额最高不超
过 18 万元。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社工都
可以列支工资呢？ 并不能！

《指南》明确提出，专业社工
服务人员是指具有社会工作职
业水平证书（或大学相关专业教
师、或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毕业证
书、或取得社会工作相关六个月
以上专业培训并具有五年以上
社会工作经验）并在本项目中专
门从事专业社工服务的人员。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人员需
要运用个案、小组活动、社区活
动等三种工作方法为服务对象
提供专业服务。

志愿者补贴
每人每天不超过 100 元

社工服务需要的不仅是社
工，往往还会有专家、志愿者等
多种身份的人员参与，设计他们
的费用应该按什么标准发放呢？

《指南 》将这些费用归入劳
务费的范畴———项目执行中发
生的支付给在本组织无工资性
收入的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性
费用 ，包括专家咨询费 、临时聘
用人员劳务费和志愿者补贴等 。
具体标准如下：

1.专家咨询费的标准 ：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500 元/人天、
其他专业技术一般人员 300 元/
人天；每个专家在项目中累计工
作时间超过两天的，第三天及以
后的费用标准，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人员 300 元/人/天、 其他专业
技术一般人员 200 元/人/天的标
准执行。

2. 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标
准：不得超过项目立项单位所在
地 （或项目执行地 ）的上年社会
平均日工资，且每人每天不超过
200 元。

3.志愿者补贴：包括餐费、市
内交通费等补贴，每人每天不超
过 100 元，发放志愿者补贴的不
得再以报销形式列支餐费和交
通费等支出。

《指南》还强调不得向本组
织工作人员及民政部门工作人
员支付劳务费。

执行费用
不得超过资金总额的 8%

人员费用之外，执行费用是项
目实施不可避免会产生的费用。

《指南》明确，项目执行费用
包括执行项目所必须的交通、会
议、印刷宣传等费用，在配套资
金中允许列支开展项目所必需
的其他费用。

交通费是项目执行过程中
必须发生的、与执行项目直接相
关的立项单位项目执行人员的
差旅费和市内交通费，不得列支
与项目无关的交通费用。

编制预算应列明预计发生
交通费的金额，差旅费应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市内交通费应
符合经济节约原则。

为开展项目召开的会议包

括项目启动会、项目实施期间的
会议和项目总结会等。 会议费是
执行项目必须发生的会议费用，
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
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
药费等。 会议费中不得列支相关
的礼品、鲜花、茶歇等费用。

立项单位应严格控制会议
的数量和规模，编制预算时应列
明会议的用途、 次数、 规模、金
额，会议费不得超过《中央和国
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和
《2020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规
定的标准。

印刷、宣传费是项目执行中
必须发生的费用，编制预算应本
着节约的原则， 列明费用的种
类、标准和金额。

除执行项目所必需的、与开
展项目直接相关的上述费用外，
配套资金中的其他费用可以列
支项目评估费、审计费和执行项
目的本组织人员的工资性支出
等，但不得列支项目执行单位的
房租、水电费、折旧等机构运行
费用。

如果列支本组织人员工资，
需在配套资金的其他费用预算
下列明人员工资的数量、标准和
金额。

配套资金中的其他费用可
以列支项目评估费、审计费和执
行项目的本组织人员的工资性
支出等，但不得列支项目执行单
位的房租、水电费、折旧等机构
运行费用。

《指南》强调，社会工作服务
示范项目在中央财政资金列支
的项目执行费用金额不得超过
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8%； 配套
资金列支的项目执行费用金额
不得超过配套资金总额的 8%。

不得出现大额支付现金

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果进行
采购呢？《指南》强调，要履行必
要的询价或比价程序以保证购
买价格的公允，应保存询价（或
比价）的过程资料。

使用项目资金向单一供应

商累计采购金额达到 50 万元的
必须进行邀请招标，达到 120 万
元的必须进行公开招标，并保存
相关资料。

购买服务或物资金额达到 1
万元以上的应签订合同，所签订
的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合同内容和条款应
全面完整，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
名称、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及
履行期限、地点、方式、违约责
任，确保合同经济、合理、有效。

项目执行单位不得向与社
会组织负责人、 分支机构负责
人、员工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组织
或个人购买服务或物资。

不管是工资、劳务、补贴，还
是购买物资会服务的资金，都需
要进行支付。《指南》强调，不得
出现大额支付现金、超范围支付
现金、公款私存等行为，劳务费
及救助款的发放以及单笔在
2000 元以上的其他支出应采用
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劳务费的发放方面，劳务费
支付表应列明领取人姓名、性
别、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工作
单位、职务或职称情况、工作内
容和时间、劳务费金额、领取人
员签字等内容。

发放劳务费除提供以上资
料的，还需提供以下证明：支付
专家咨询费的，应提供专家职称
证书复印件； 支付志愿者补贴
的，必须提供领取人在民政部门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的证明
或志愿服务组织注册的证明；支
付临时工作人员劳务费的，领取
人非志愿者身份，且与项目单位
签订劳务合同。

劳务费应以转账方式直接
支付给提供劳务的志愿者、专家
等，不得现金支付，更不得通过
其他单位或个人转付。

专业社工服务人员工资的
发放方面，项目执行单位应保留
社工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记录
（有服务对象或相关人员签字确
认）、费用分摊表等资料。 外聘专
业社工的劳务费参照劳务费的
相关规定执行。

领取专业社工服务人员工资

的项目， 应当保留专业社工服务
人相关资质证书或其他能证明其
是社工的相关材料以及在本项目
提供服务的工作档案资料。

工资应以转账方式直接支
付给本组织社工服务人员，不得
现金支付，更不得通过其他单位
或个人转付。

违规将被处罚

《通知》明确，项目执行单位
应规范资金的使用，按时完成项
目，实现项目目标。

有下列违反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 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
回有关财政资金，限期退还违法
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列入黑名单一定时间内不
得再次申报项目。

1．以虚报 、冒领等手段骗取
财政资金；

2．截留、挪用财政资金；
3． 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

提高开支标准；
4．使用虚假发票或其他虚假

项目资料和财务会计资料套取
财政资金；

5．列支或提取管理费；
6． 购买或修建楼堂馆所、缴

纳罚款罚金 、偿还债务 、对外投
资、购买汽车等；

7． 列支与项目无关的捐赠、
赞助支出；

8．形成账外资产和小金库的；
9．受益对象回访结果存在问

题致使支出不能全部确认的；
10．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

财政资金的行为。
有下列违反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 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对
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列
入黑名单一定时期内不得再次
申报项目。

1．分包、转包项目；
2．与社会组织内部人员 （包

括负责人、 分支机构负责人 、员
工等 ） 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组织
（或个人） 合作开展项目或向其
购买服务（或物资）；

3．未能按时完成项目的；
4．受益对象选择不规范或资

料不齐全而导致受益人群不符
合规定的；

5． 受益对象确认程序存在重
大不足而又无法实施替代程序的；

6．购买物资或服务价格或接
受捐赠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存在
不公允的现象；

7．项目档案存在虚假情况；
8．款物未按进度直接拨付受

益对象或提供服务 （购买物资 ）
单位；

9．存在公款私存行为；
10． 投入使用的配套资金低

于预算金额的 50%；
11．违反规定擅自调整预算的

支出（包括擅自调整项目内容、地
点、受益对象、实施方式等）；

12．其他重大违规违纪行为。

目前，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但政府
购买服务资金的使用往往有着严格的要求，直接影响着社工的工
资、项目的执行费用、劳务补贴的方法等。

8 月 5 日 ，《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2020
年财务管理指引》对外发布。 《指引》明确了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费用种类和标准。

虽然《指引》针对的是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项目，但中央财政资金的属性，无疑会对各地政府购买服务的项
目设计具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