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广东省江门市民政局相关数据显示，自 2010 年该市出现第一家社工机构以来，目前
注册的社工机构有 116 家，服务领域涵盖老年人、残疾人、儿童青少年、妇女、婚姻家

庭、组织孵化、低保、社区文康、社区矫正、禁毒、志愿服务、信息化服务以及综合服务等 20 多个
类别。

然而，在不久前的一次社工机构督导中发现，这 116 家社工机构竟有近七成呈无运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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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期过后，如何自我造血？ 市场之路又在何方？

社工行业发展面临“困”与“破”

百万元项目引来试水者

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指出，要建设宏大的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造就一支结
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迫切需要。 同年，江门社工
机构的雏形———江门市残联康
复医院社工部成立。

2009 年，该市启动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2010 年，该
市把社工人才发展纳入了《江门
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把社工人才
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列入《江门市
“大民政”工作方案》。 同年，江门
第一家社工机构———江门市利
民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在市
残联医院社工部基础上成立。

随后， 江门市社工行业开始
蓬勃发展。 截至 2017 年，该市社
工机构一直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势
头，每年新增几家到十几家。江海
区晨光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的
总干事陈艺燕分析， 社工机构数
量的迅速增长，与 2015 年出现的
百万元级别的政府服务项目有一
定关系。“可以说这是一个发展红
利期，政府在推进相关工作，社会
上对这个行业有新鲜感， 于是许
多人加入社工队伍当中。 ”陈艺燕
说。江门市民政局相关数据显示：
从 2010年至今，各社工机构聚焦
特殊群体兜底保障服务， 年服务
近 62万人次， 发展 11 年来已服
务约 700万人次。

然而，从 2018 年开始，江门

市社工机构出现收缩，机构数量
开始减少。

造血能力成发展瓶颈

“据我所知，目前有 3 家社
工机构计划注销。 ”江门市社工
协会秘书长李柳芬透露，注销原
因主要是没有接到项目。 没有接
到项目的原因，与现在相关部门
以招投标方式购买服务的方式
有关。 资深社工黎先生坦言，因
为发展红利期，有些经营者认为
社工行业是有利可图的“朝阳行
业”，便草草成立机构，专业社工
人数不足，项目运营和服务能力
没有“深耕”，导致逐渐不符合相
关部门招标标准。“通俗来说，就
是专业性不强，最终被市场所淘
汰。 ”黎先生说。

李柳芬也表示，江门市社工
机构的造血能力不足。“我市社
工机构发展运营主要依靠政府
购买服务，无论是大型机构还是
中小机构，普遍存在对政府依赖
性强、 链接社会资源资金能力
弱、造血能力不足、发展后劲乏
力的问题。 ”李柳芬举例，尤其是
新成立的社工机构，由于进入行
业较晚，在人才、专业、品牌、资
源和项目竞争等方面总体实力
相对较弱，现阶段面临较大的发
展压力与挑战。“造血能力不足，
已成为社工机构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障碍。 ”李柳芬说。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江门
市社工机构规模以中小型为主，
部分小型机构的工作人员甚至
只有 2-3 名，个别社工机构出现
“空心化” 现象， 受项目承接能
力、人员流动等因素影响，社工

机构内部管理能力不足。 此外，
社会上仍存在对社会工作认识
模糊的情况， 将社工等同于义
工，这也不利于社工行业的健康
发展。

有资深业内人士表示， 社工
机构出现缩减， 还与政府购买服
务支出减少、 项目结项方式拖沓
等有一定关系。“简单来说，一个
项目的经费发放过于死板， 项目
运营风险、 成本需要机构自身承
担， 这对机构的生存能力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他举例说，机构 1
月份接下一项为期一年的服务项
目， 但第一批经费经常需要到 6
月份才能到账， 项目整体经费至
少需要分为两个阶段发放， 若是
项目中途出现突发情况， 对许多
社工机构来说，将面临极大挑战。

探索专业化市场化运作

江门市恒爱社会工作综合
服务中心是该市名列前茅的一
家社工机构。“我们最早是由 5
位志同道合的社工发起成立
的。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梁健玲
说，在初创团队中，4 人为社会工
作专业毕业，1 人有超过 20 年的
社区工作经验， 专业化水平较
高。 所以，在 2012 年成立后，仅
用 3 年时间，从 5 人团队，发展
到 100 多人的团队， 到了今天，
服务领域已经拓展到珠海市部
分地区。 作为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机构，恒爱社工负责运营的益杯
咖啡馆是一次“公益+社工”的积
极尝试，但梁健玲此前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 项目目前尚未盈利，
主要靠政府与机构补贴生存，市
场化道路任重而道远。

江海区晨光社会工作综合
服务中心也曾尝试过市场化运
作。 大约在 2018 年，晨光社工相
关负责人察觉到行业发展红利
期有褪去现象，便尝试在江门市
区推出婴幼儿服务，以专业社工
服务向市场推广。“结果失败
了。 ”陈艺燕回忆，市场上对社工
认知不够，甚至觉得社工应该是
一种无偿服务，这让社工的市场
化之路走得十分艰辛。 同年，为
了弥补探索市场化道路上的损
失， 晨光社工开始拓宽服务领
域，深耕台山。 今年，陈艺燕表
示，将继续探索市场化运营的道
路，计划开展家政类型以及宣传
服务。“市场化是社工发展的一
个方向。 ”陈艺燕说。

专业化发展也是社工行业
自我造血、 自我发展的一个方
向。 据了解，新会区红立方社会
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便是其中一
员，红立方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
心是该区首个以党建工作为专
业服务的社工机构，以“共建共
治、共融共享”为使命，采取“党
工+社工+义工” 的服务模式，推
进党建领域社工服务发展。 江门
市利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医
务社工起家，该中心副总干事汤
美玲说：“我们主要深耕医务服
务以及残障服务这两大块，专业
度高。 ”此外，利民社工探索开展
“物业+家政照护服务”市场化运
营新模式服务项目，2020 年 6
月，成立江门市邻家照护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在蓬江区白沙街华
园、西园等社区设置了 5 个服务
站点，为租住在站点的老年人提
供家政照护服务，共服务老年人
18 人，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项目
相关负责人陈丽雯表示，项目在
积极推进中，相信是社工服务市
场化的一次积极尝试。

“社工机构要走市场化道
路， 应该要引进工商专业人才，
做出合理、科学的规划。 ”汤美玲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我
市社工机构多以社工为主要运
营者。 作为社工我们是专业的，

但在市场化道路上，大家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的稚童。 ”

社工应超越公益概念

江门市社工协会副会长、江
门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教师黄波认为，11 年来， 江门市
社会工作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的
发展水平，虽然数据显示近七成
的机构是空壳，但这些空壳组织
代表不了江门社工，这些空壳机
构多数是为了成立而成立的，从
来没有承接过任何项目。“当然
目前在运营的社会工作机构多
数也存在以下问题：一线服务人
员专业化程度不足，高水平社工
项目、服务数量少；社工人才的
流失与社工人才招聘难的双重
困境；社会工作机构管理水平有
待加强等。 ”黄波说。

黄波认为，针对江门市社工
行业的发展，需要对社工机构全
面调控、 抓大放小、 鼓励重组。

“该清理的机构或组织及时清
理； 加强社工机构内部能力建
设，促使其向规范化、专业化、标
准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 ”黄
波表示，江门市应出台相应的社
会工作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在
发展坐标中找准定位，积极融入
大湾区建设。

对于社工行业造血能力不
足和市场能力不足的问题，黄波
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
工作行业属性的影响。 社工机构
属于社会组织，多数情况下需要
政府采购服务和政策扶持。 因此
如果要想提升社会工作的造血
能力首先应该是政策优惠及允
许机构有一定的市场运作空间，
社工机构将服务产品化，主动向
包括政府、市场推广社工服务产
品， 超越传统狭隘的公益概念，
这种模式能为社工机构带来持
续的“造血功能”。 不过黄波认为
社工事业始终离不开政府主导、
部门重视，因此在服务产品推向
市场的初期仍需要政府的扶持
培育。 （据《江门日报》）

江门市大型核酸检测期间，社工成为补充力量加入到社区疫情防控当中 社工机构承接政府项目，这是江门市社工机构最为常见的运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