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期，兰州市公益性岗位
正因就业专项资金紧张面临
减员。 据《兰州晨报》报道，兰
州市部分区县的综治员、助老
员等公益性岗位已经开始压
缩人员数量。 据了解，仅七里
河区今年就减少了 300 余个
公益性岗位。

记者了解到，兰州市目前公
益性岗位就业人口 1.8万余人，
只进不出，人数逐年增加，财政
压力也越来越大。 兰州市于
2012年 9月印发的《兰州市公
益性岗位管理暂行办法》 中规
定：聘用人员劳动报酬不得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主要由政府
发放的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用人
单位支付的工资构成。而公益性
岗位多涉及社区平台、 社区服
务、机关事务、公共治安和维护
稳定等几个大类，很少有企业类
的公益性岗位，因此，绝大部分
费用还是要由政府买单。

《兰州市公益性岗位管
理暂行办法》还提出，就业困
难人员在公益性岗位的工作
时间一般不超过 3 年。 希望
通过合理流动， 为新增就业
困难群体提供岗位。 但公益
性 岗 位 主 要 就 业 群 体 是
“4050”人员，本身就因为年
龄较大， 又缺少专业技术而
难以找到工作， 这项规定对
他们来说显得不太实际。

公益性岗位最早自 1997
年在上海开始开发。 2002 年
底，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精神，
劳动保障部（注：2008 年与人
事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等部门相继出台
了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再就业扶

持政策的一系列配套办法。 各
省市的公益性岗位开发也大多
在 2003年前后展开。 近 10 年
来， 各地公益性岗位开发为解
决下岗失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
员和困难群众的再就业问题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兰州， 这项工作正
因为就业专项资金紧张而面临
困境。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其他
城市又是怎样做的呢？近日，宁
波市江北区公布了一组数据，
江北区已开发各类城乡公益性
岗位 1800 个， 并规范管理程
序。 宁波市就业管理服务局的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宁波市也是
从 2003开始设置公益性岗位，
目前共 8700个，每年在稳定的
状态下有所增加， 岗位补贴约
占就业专项资金的 16.2%。 在
财政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宁波市公益性岗位工资按照当
地工资最低标准的 1.8 倍发
放，市和区（县）两级各承担一
半，以避免某一方面负担过重。
另外，“宁波市在街道设立了相
关管理组织， 对公益性管理岗

位进行规范运作而不是只委托
给用人单位，统一规范的招聘、
管理和退出机制使公益性岗位
可以良性循环。 用工合同每年
一签，但是没有年数的限制，只
要工作表现良好， 就可以一直
做到退休。 ”上述负责人表示。

宁波市江北区就业科科长
路胜君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从公益性岗位转入其他工作
的人还为数不多，一方面是因
为这些人大多年龄比较大、没
有特殊工作技能，另一方面因
为公益性岗位大多就在家门
口，更方便照顾家人，也能在
服务中体现自身的价值。

在兰州，已经开始进行减
员的七里河区西街社区工作
人员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目
前还没有接到新的通知。 另据
兰州市政府网站消息，兰州市
于 11 月 5 日召开了全市就业
创业工作暨表彰大会，市政府
授予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处等
11 家单位“全市就业先进工作
单位”称号。 为全面做好就业
创业工作， 将 2013 年确定为
“就业创业促进年”。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04 新闻
２０12．11.13 星期二 责编：刘丽波 美编：王坚

News

兰州市公益性岗位
因财政紧张面临减员

近年来，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的促进下，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
速。 社会组织规模的壮大，使其本
身的良性运转、员工的权益等日益
受到重视。

继成立社会组织党工委、纪工
委、 团工委和妇工委之后，2012 年
11 月 6 日，广东省又在全国领先一
步，成立了社会组织工会工作委员
会。 社会组织工会委员会由 13 名
委员组成，除 2 名省社会组织管理
局和 1 名省总工会人员外，其余均
由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

三级工会架构

据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统
计，截至 2012 年 7 月底，广东依
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共 33176 个，
其中社会团体 14976 个， 基金会
296 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 17913
个，从业人员 42 万多人。 社会组
织规模的扩大， 维护职工权益的
需求凸显， 使成立工会组织成为
一种必然。

作为全国范围内的首次尝试，
广东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宗文
表示，要积极探索渠道多样、方式
灵活、服务有效的工作方法，创造
富有广东特色的工作模式，为全国
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提供示范和创
新经验。

《关于在全省社会组织中加强
工会组织建设的意见》文件同时出
台，文件要求到 2014 年底，全省社
会组织要基本成立工会组织。 在组
织架构上，省、市、县（市、区）总工
会要依托各级社会组织党委或党
工委，通过成立省级、市级、县级社
会组织工会工作委员会-各级各类
行业工会联合会-会员单位工会委
员会（工会分会、工会小组）三级工
会组织架构，实现对全省社会组织
的全覆盖。

“应向社会组织学习”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
秘书长唐昊对《公益时报》记者阐
述了关于广东省此次创新举措的
看法。 唐昊表示，我们现在的社会
组织还没有处在很发达的阶段，但
是以后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大型社
会组织， 雇用的工作人员会更多，
这些工作人员本身的权益也需要
维护，成立工会组织是一种必然的
趋势。

唐昊认为，从工会本身的发展
趋向来讲，工会在中国的政治生活
谱系之中，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
组织，作为一种群团组织，它承担
着很大的社会功能。 在目前管理体
制改革，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的情况
下，群团组织需要有所转向，它的
现代化改革就提上了日程。从某种
角度来说，群团组织要更好地发挥
功能，需要向社会组织学习。“以前
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工会是它对原
有模式的一个突破，现在向社会组
织发展，应该说也是主动谋求变革
的一种尝试。 ”唐昊说。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工
会还是保持原来比较浓厚的行政
色彩， 恐怕并不能满足社会组织
的需要，还可能会产生矛盾。 ”唐
昊建议，“适应社会组织自身的发
展规律，使自己的组织结构、行为
方式向现代社会组织靠拢， 才能
更好地与社会组织结合。 所以在
这个意义上， 并不是工会在收编
社会组织， 而是工会更应该向现
代社会组织学习。 工会自身的现
代化是双方更好结合的一个重要
前提。 ”

而在更大范围内铺开过程中，
唐昊认为，社会组织和工会应该有
双方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宜太行政
化地推广。

广东成立我国首家省级
社会组织工会工作委员会
专家认为工会自身的现代化是重要前提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从 11 月 6 日上午开始， 来自宝健
希望小学的二十几位老师和中国青基
会领导， 已陆续从全国十几个口岸出
发，随宝健万人团共同赴泰进行文化交
流、旅游研习。 这二十几位教师既是教
育第一线的辛勤园丁，同时也是“宝健
希望之星”项目中受资助的贫困地区优
秀教师。

这次活动的目的从本质上讲，是为
了从教育源头着手，让这些来自大山沟
的优秀教师能够走出家门、国门，以更
宽泛的眼界去传播知识、传播希望。 同
时，也标志着“宝健希望之星”项目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

谈到“宝健希望之星”项目，就要回
顾到今年 5 月 26 日。活动当天，宝健再
次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 500

万元，同时启动“宝健希望之星”项目，
而这也标志着宝健的公益关爱事业的
进一步延伸。“宝健希望之星”项目不仅
会资助来自贫困地区经济困难的优秀
大学生完成学业，同时还会为身处贫困
地区的优秀教师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

这次优秀教师赴泰旅游研习活动，
中国青基会领导也将全程参与其中。在
机场的送机仪式上，中国青基会副秘书
长杨春雷先生由衷地表达了对所有宝
健 1%爱心志愿者的感激之情：“正是宝
健爱心志愿者的无私付出，才让这些来
自大山沟的优秀教师能够走出家门、国
门， 才能够以更宽泛的眼界去传播知
识、传播希望。感谢宝健，感谢所有的宝
健爱心志愿者，感谢你们为中国青少年
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辜哲）

近日，由气候组织、中国华侨公益
基金会、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共
同举办“公益碳踪———绿色点亮未来”
项目总结活动在京举行。 自 2011 年 4
月公益碳踪项目启动以来，该公益平台
上由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发起
的“绿色点亮未来”项目覆盖了中国华
侨公益基金会在云南、 甘肃、 河南、贵
州、山东、山西六个省的 210 所华侨爱
心小学。 共计捐赠节能灯 31290 只，共
计节能 264 吨。 同时，“绿色点亮未来”
是第一个在"公益碳踪"平台上呈现的
企业低碳实践公益项目。

公益碳踪平台是气候组织在碳
减排量“三可”（即可衡量、可报告、可
核证）在公益领域的初步实践。 随着
项目的深入推进，这些量化的“公益

碳”的应用逐渐成为相关领域关注的
重点。

活动现场， 主办方及来自气候变
化及碳投资等从事减碳行业的专家就
益碳能否加入自愿碳减排碳市场，公
益碳参与自愿碳减排交易的前景，以
及如何激励企业参与低碳实践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 同时专家也提出，目
前的低碳公益实践类项目多发生在较
为偏远的地区，且分布分散，从减排数
量看也比较小。 以“绿色点亮未来”这
个项目为例， 减碳量约 264 吨，“这并
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这在一定程度
上给额外性核定和监测方法学的选择
等都提出了实现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共赢的挑战， 这才是碳金融等政策措
施的根本目的。 （张晓芳）

宝健希望小学老师赴泰国研习 “公益碳踪”探索碳踪迹

� � 兰州市目前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口 1.8 万余人， 现因专项资
金紧张而面临困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