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制】
单独建立第四体系
北京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管

理办公室书记温庆云介绍，今
年将建立社会组织专职人员编
制体系， 把市区两级社会组织
全部纳入编制管理。他介绍，中
国有四大法人体系： 行政单位
的、事业单位的、企业的和社会
组织，“前三个都有自己的编
制，唯独社会组织没有，今后要
把这个编制体系建立起来。 ”

目前，全市已有近 400 个
社会组织开展了编制体系建
设的试点工作。 据了解，试点
社会组织的编制参照事业单
位。 纳入编制体系后，社会组
织将可以招收大学生、复转军
人，将提升社会组织的职业化
水平。

【工资】
民政部门核定工资
温庆云介绍， 纳入编制体

系后， 社会组织将参照事业单
位，建立自己的工资基金制度。
工资基金是用于职工各项工资
支出的专用资金， 社会组织将

根据人员多少、项目运行情况、
吸纳资金多少等， 确定人员工
资及资金总额，报民政等部门；
民政部门将对社会组织上报的
数据， 综合多方情况进一步审
核确定， 并在税收上给予减税
优惠。

温庆云说， 工资的核定将
主要根据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
金的多少、项目运作效果、承担
政府购买服务的能力等来最终
确定。

据了解， 今年还将研究建
立社会组织的工资指数。“类似
于最低工资标准， 我们会提出
一个工资线让社会组织来参
照。 ”温庆云说，尽管该标准不
是强制性的，但有了这个指数，
社会组织的专职人员就可以根
据指数去争取工资。

【运营】
社会组织可办企业
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

介绍， 今年将推动政府转移职
能， 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公共
资源和领域， 鼓励社会组织在
养老服务、 慈善公益等领域兴

办社会企业。
社会组织为非营利性质，

而企业是营利的， 允许社会组
织办企业是否有所不妥？对此，
温庆云解释说， 社会组织的性
质尽管是非营利的， 但社会组
织也是需要运营成本的， 并不
是完全不挣钱。 社会组织运行
的项目会慢慢变成社会企业的
概念，社会组织有收益、有政府
支持， 并可以向社会募集支持
资金，这样将可自我运行、良好
发展，“否则社会组织的发展是
难以持续的。 ”

【就业】
有望推行持证上岗
据介绍， 北京市有望推行

专职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民政部门将探索设立专业

系列职称， 研究不同类别社会
组织的专业职称设计， 建立社
会组织专业资格认证制度。

“现在社工是可以考取统
一的国家职称的， 但是社会组
织的人员一直没有统一的职
称。 ”温庆云说。

（据《京华时报》）

社会组织可办企业 探索设立专业职称
北京 7500余家社会组织将入编制

■链接

1 月 31 日，北京市 2012 年民政工作会议召开，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2 年，
北京市将出台《北京市关于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对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进行总体设计，对人才培养、职业培训、选拔使用、评价激励等进行制度化安排，同时，将建立
社会组织专职人员编制体系。 这意味着， 北京市 7500 多家社会组织的 12 万名专职工作人
员，将拥有一套独立于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编制外的编制体系。

从“瓷娃娃”到“红丹丹”

早在去年 2 月，北京市就在
全国率先提出工商经济、公益慈
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四类社
会组织试点向民政部门“直接登
记”， 从操作层面降低社会组织
的登记门槛。

当时， 有社会组织误认为，
今后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
管部门审批。 但北京市社团办相
关负责人此后多次表示，北京对
于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并未
真正破冰， 只是作出一些尝试，
提高社会组织登记的可能性和
成功率。 譬如民政部门可代为寻
找、协调业务主管单位，或“一手
托两家”，既做业务主管单位，也
做登记主管单位。

不久后，以工商注册身份运
行了 3 年多的瓷娃娃关怀协会
（以下简称瓷娃娃） 成功注册成
为“民非”，为诸多尚无身份或绕
道工商注册的草根 NGO 带来了
希望。

而更重要的是，瓷娃娃成功
注册背后释放出的政策信号。
2011 年 3 月 10 日，民政部部长
李立国接受中央电视台全国两
会“直通大会堂”节目采访并与
瓷娃娃项目负责人王奕鸥连线
探讨“如何让社会力量参与公益
事业”，随后，立即批示民政部有
关司局和北京市民政局到瓷娃
娃项目处了解情况和研究帮助
支持措施。 3 月 29 日，李立国部
长到瓷娃娃关怀协会办公地点
考察工作，当日，瓷娃娃关怀协
会获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正式更名为北京瓷娃娃罕见
病关爱中心。

和“瓷娃娃”相比，红丹丹的
等待注册之路更长一些。 虽然手
续还没有走完，但郑晓洁依然感

觉如释重负，“期待着能够听到
可以登记的消息，可真的听到的
那一刻，却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滋
味了。 ”心中虽有些许苦涩，但郑
晓洁也感到无限希望，因为她知
道，政策暖春已经到来。

政策突破

“过去，北京作为首都在社
会组织方面是比较保守的，这两
年加快了步伐，说明首都充分重
视和认识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其他城市更应该加快改革的步
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
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
国胜表示，北京试水也好，推进
也好，社会组织实现直接登记的
根本还是三个条例的修订，修订
之后没有业务主管部门，社会组
织直接登记才更好实现。

我国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
法规，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组成，其中均规定，社会组织要
获得“合法身份”，须先获得所在
行业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才能
到民政部门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登记，即“双重管理”体制。 近年
来，随着民间公益组织的蓬勃发
展，“双重管理”体制备受诟病。

而在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
及其创新兴起的大背景下，社会
组织双重管理体制也正在酝酿
更大的突破。

去年 11 月， 广东省民政厅
提出， 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
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
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
务指导单位， 社会组织直接向
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这也是我
国率先提出摒弃社会组织“双
重管理”，实现直接登记的地方
改革方案。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 2012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表示，要
推广广东经验，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将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改
为业务指导单位。 民政部将继续
协调、配合社会化组织三个行政
法规的修订工作，做好相关衔接
配套工作。

新年伊始，继北京大力推进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2 月 1 日，
2012 年上海市民政工作会议上
又传佳讯，今年上海将探索通过
“自律承诺制”等方式，试行社会
组织直接登记管理。

探索独立编制体系

除放宽登记外，北京市民政
局还推出了社会组织管理的一
项重要措施：“社会组织专职人
员编制体系”。 该体系不同于公
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编制”，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编制相对
灵活。 据了解，纳入编制体系后，
社会组织专职人员的工资还将
与社会组织“效益”、项目运行情

况等相关联。
北京市社团办主任温庆云

表示，目前北京市新登记社会组
织 348 个， 社会组织数量达到
7560 个，同时共有社会组织专职
人员 12 万人， 他们的起薪额为
1116 元， 平均工资水平为 2000
元左右。 把这些社会组织专职人
员纳入编制管理后，还将在此基
础上建立社会组织工资基金制
度，以此规范专职人员的工资体
系，将来专职人员的工资有望达
到 3000 元或 4000 元， 甚至更
高。 目前，北京人力社保局正在
对具体的工资标准进行核定，具
体标准将和各社会组织吸纳资
金的数量和运行项目的情况密
切相关。

邓国胜认为， 从长远来看，
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建立编制
没有必要，也不会有太大的实际
意义。 但是在现阶段，编制体系
仍然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以社会
保险为例，过去因为编制，许多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无法在单位
缴纳社保，有的从业人员只能以
个人名义缴纳社保。 以后有了这
个编制体系，就能解决这个“交
社保难”的问题。

此外，今年北京还将探索设
立社会组织专业系列职称，研究
不同类别社会组织的专业职称

设计，建立社会组织专业资格认
证制度，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专业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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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再找业务主管单位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多地破冰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壬辰龙年的大年初八，春
节长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北
京红丹丹教育中心（以下简称
红丹丹）的创始人郑晓洁终于
填上那张梦寐以求的社会组
织登记申请表格。 当然，这只
是第一步，之后的各种程序和
审核都还要一步一步地走。

高兴的并非红丹丹一家。
今年起， 北京市 7500 多家社
会组织也都迎来政策暖春。

1 月 31 日 ，2012 年北京
市民政工作会召开。北京市民
政局首次提出 ，今年，将探索
研究推动社会组织业务主管
单位向业务指导单位转变，公
益慈善四类社会组织在北京
登记注册，有望无须再找业务
主管单位，直接向民政部门申
请成立。 这一转变意味着，北
京市将继广东“破冰”之后，探
索突破社会组织的 “双重管
理 ”壁垒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直接登记。 在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及创新兴起的大背景下， 社会组织双重

管理体制也正在酝酿更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