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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打包、村居落地：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苏州探索

街镇打包，统筹项目设计

为避免不同行政部门分散
采购带来的服务项目碎片化、同
质化，苏州市将“统”的逻辑贯穿
始终。

统筹项目包。试点将单一服
务项目整合为综合项目，形成基
础类、增能类、治理类 3 大类，21
子项、85 小项的“菜单式”项目
包（新一轮试点拓展为 4 个大
类、90 个子项）。 试点“综合包”
最具特色的是增能类和治理类
公共服务项目。增能类项目面向
村居开展居民需求调研与资源
开发、 居民参与和社区互动、社
区公益基金筹建等服务，提升居
民自治能力。治理类项目以促进
社区环境、睦邻友好、党团阵地
建设等社区焦点问题解决为目
标，根据街镇、村居需求提供方
案支持、资源引入、多方共治等
服务，增强社区治理实效。

统筹承接机构。试点项目以
街镇为单位整体外包，向一些资
质较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专业
社工机构统一购买服务，再由其
为服务街镇及所辖村居量身定
制社区服务“综合包”，派出社会
工作者为居民服务。

统筹任务规划。试点工作对
打包项目提出总体要求， 对街
镇、村居项目的服务重点、服务
人数、 具体任务量都有相应规
划。 如试点扩大阶段，街镇层面
要求基础类项目全覆盖， 增能
类、治理类项目落地不少于 4 个
社区；新一轮试点社区层面项目
调整为增能类、 治理类服务为
主，在社区需求调查、问题解决
和能力建设方面提出明确指标。
推动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服务
由中心城区延伸到农村社区。

统筹工作落实。 建立工作
机制，街镇牵头、社区居委会跟

进，建立街镇、村居与承接机构
间的双向考核机制， 强化街镇
与承接机构、社区居民的连接、
互动与支持， 做好项目推进和
日常监管。

村居落地，对接社区需求

苏州市坚持服务项目与社
区、居民需求对接，在统筹安排
项目设计的同时，注重“统分结
合”，在服务采购的刚性统筹指
导基础上，给予街镇、村居、承
接机构足够的自主选择空间，
鼓励街镇、 村居结合自身实际
推动项目运行， 最大限度满足
群众需求。

在“综合包”的统筹设计和
“发包”方式上，苏州市根据试点
运行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允许承
接机构从服务目录清单中自主
选择，也可在备案基础上开展其
他项目。 基于“统”逻辑下的“综
合包”设计和“分”逻辑下的实事
求是选择，推动形成了一批特色
鲜明的服务项目。如增能类服务
项目，试点村居结合实际开办寒
暑假兴趣班、4 点半课堂、 新知
识新技能讲座等，制作社区资源
地图，建立公益集市、社情民意
在线平台、社区爱心志愿服务队
等，激发了村居群众社区参与的
热情。治理类服务项目则针对群
租房、毁绿种菜、高空抛物、宠物
扰民、楼道安全隐患、无物业管
理小区等社区治理焦点问题，引
入社工机构献策出力， 开发了
“联心·议事亭”“睦邻空间”等服

务项目，增强了居民的获得感。

精益求精，严把项目质量

试点工作从承接机构着手，
坚持“量质并重”， 做好质量控
制。 一方面，严格设定承接机构
资质条件，提高准入门槛。“人”
是干事创业的关键因素，而人力
不足往往是一些公益创投项目
形式化、简单化的主要原因。 试
点要求项目承接机构须为县级
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专业社工
机构，能够为每个采购单元配备
足量的全职员工（试点初期不少
于 5 名，目前要求不少于 9 名），
其中 50%以上为专业社会工作
者。 另一方面，规范项目招标和
结项评估。 在试点阶段，苏州市
民政局制定规范操作流程并委
托第三方实施。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库中增设“公益服务类”，由熟
悉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专家
组成，引入资深的第三方监管评
估机构参与项目评估。

对承接机构的质量控制有
力保障了服务项目质量，解决了
一批社区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仅承接
市本级试点的 12 家专业社工机
构，就协助解决社区焦点问题超
过 150 个，一些社工机构还介入
优抚、信访等焦点领域，积极配
合基层组织把矛盾问题解决在
社区， 最大限度消除不稳定、不
和谐因素，巩固了社区良性运行
的社会基础，也获得了群众的广
泛认可。

谋近虑远，夯实资源支撑

苏州市不满足于“盆景式”
“短期化”小微服务项目，坚持走
社区服务专业化、可持续的发展
道路，从项目、人才、经费、平台
方面着手解决承接机构的顾虑，
为项目、机构、人才的可持续发
展创造良好条件，努力推动项目
扎根社区、人才留在基层，加快
推进长效化制度建设。

“优化创投、扩大采购”，加
大项目支持力度。 一方面，加大
资金投入，以街镇为基本单位的
项目采购经费达每年 100 万元
（包含承接机构人力成本），项目
经费由市级福彩公益金、市（区）
级财政公益采购预算承担。服务
项目周期由一年延长至两年，给
予承接机构、服务项目更充分的
成长、创新时间。另一方面，强化
公共资源设施支持，试点街镇和
社区服务场地无偿提供给承接
机构使用，配备必要设施设备。

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
台。试点不单单关注单个项目的
好坏，更虑及长远，关心项目集
群统筹发展、机构的专业化提升
乃至整个社群的长足进步。在街
镇、村居建立公益坊、公益驿站，
支持发展枢纽型社会组织，“扶
上马再送一程”， 为扎根社区的
社会组织打造培育、孵化、运营
平台并提供技术、信息、政策等
各类支持。 同时，开展社区自治
组织培育、社区工作者增能培训
和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链接公益资源。建立健全政
府主导下的多元资金筹措机制
和社会支持体系，建立社区公益
基金，推动跨界合作，倡导服务
机构为街镇、村居提供“微创投”

“微自治”项目，有效撬动社会力
量参与社区治理。如张家港成立
省内规模最大的县域社区发展
基金会，资金总量 2400 万元。截
至 2020 年底， 苏州市高新区所
属 7 个街镇成立社区发展基金
会，资金总量达 2237 万元，由社
工机构链接社会资源成立的社
区公益基金达到 16 个。

完善扶持政策。苏州市民政
局制定《关于规范和扶持发展专
业社工机构的实施办法》， 加大
对专业社工机构和人才的奖励
激励，吸引外地优质社工机构和
人才落地苏州。 在此基础上，又
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力量下沉，
筛选和留住了一批想干事、能干
事的专业人才队伍。 全市共有
1100 多名社会工作者扎根社
区、融入居民，编织了一张基层
社会治理人才大网。 此外，苏州
市还以试点实践、政策支持带动
专业社工机构大发展。 据统计，
苏州市具有专业资质和能力的
社工机构由 2016 年不足 20 家
跃升至 2020 年的 113 家， 社会
工作者由 150 余人跃升至近
1800 人， 吸引了来自广州、深
圳、上海等地的一批品牌社工机
构落地苏州，较好地实现了社会
组织招得起人、养得起人、留得
住人。
（据“中国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

近年来，各地政府
购买社会工作

服务如火如荼地进行，但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服务
项目碎片化、 同质化、形
式化、 短期化等诸多问
题。 江苏省苏州市立足社
区群众日益增长的专业
化服务需求， 于 2016 年
7月启动城乡社区服务社
会化试点，按照‘社区组
织发现需求、统筹设计服
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
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团
队运作’ 的基本思路，街
镇打包、村居落地，引入
专业社工团队下沉基层
社区， 使服务更切实际、
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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