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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5 年的发展，目前深圳市社工服务机构达到 80 家左右。 深圳市民政局在搭建更为开放的服务平台的基础上，也引入更为激烈的竞争
机制；而深圳市的社工服务机构也正在逐渐摆脱单纯依靠政府购买的状况，积极吸纳各种社会资源。 深圳市的社会工作开始走上一条政府主
导、民间运作、社会互动的道路。

深圳社工服务机构的社会互动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中午 11 点半， 许礼鹏准时
从办公室出发， 到附近的小学
接午托的 6 个孩子。 许礼鹏是
深圳市光明新区壹家亲社工服
务中心（以下简称壹家亲）的总
干事， 这 6 个孩子既是他的服
务对象， 也是中心的收入来源
之一。

壹家亲是深圳市成立较晚
的一家社工服务机构。 2011 年
11 月， 壹家亲经深圳市光明新
区社会建设局批准成立。

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目前
有社工服务机构约 80 家，市、区
注册约各占一半。 其中有 40 多
家机构中标政府购买的岗位或
项目，不过，壹家亲未在此列。

“中不了标”的新机构

成立刚满一年的壹家亲本
着“社区为本 爱己及人 邻
里壹家”的理念，致力于为中心
所在地———光明农场的归难侨
以及子女提供服务。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归难
侨并不是一个熟悉的概念。 上
世纪 70 年代末，因越南政府排
华，22.4 万越南华人被迫迁往中
国。 对待侨胞，我国各级政府给
予了极大支持，划拨土地安置。
光明新区就是深圳市唯一安置
归难侨的地区，在这一片区，归
侨侨眷达 8 千余人。

由于文化差异、 语言不通
以及群体固有的特殊性， 侨胞
与当地人很难融合。“生活水平
上有一定差异， 本地农民有土
地、有村里分红，侨胞虽然有政
策扶持，温饱不成问题，但收入
相比还是低一些。 并且很多年
轻人总有一夜暴富的想法，不
能踏实在厂里做工， 把买六合
彩、开赌场当作营生。 ”许礼鹏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越南侨
胞中 2002 年才产生第一个大学
生， 侨胞子女的教育问题常常
被忽视。

而此前两年， 许礼鹏曾在
当地一家派出所做一线社工，
协调过多起与侨胞相关的个
案，对这一群体非常熟悉。 2011
年， 已经做到初级督导的他决
定自己单独发展时，便“义无反
顾”地将中心建在了光明新区。

“说实话，因为是新区，所以政
府的态度还没那么明朗， 在这
里注册是蛮有风险的。 ”许礼鹏
说事实果然一步步朝着不乐观
的方向发展。“政府招投标，我
前前后后参加了六七次， 一次
都没中过。 中国人讲天时地利
人和，我可能都没沾着。 再说，
新机构确实在实力上跟别人还

有一定差距。 ”
许礼鹏的分析不无道理。

从天时上讲， 他早已错过成立
社工服务机构的黄金时段。

2006 年底， 民政部在深圳
召开“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成为深
圳市发展社会工作的起点。

2007 年初， 深圳市政府成
立了由市委副书记带头的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调研组，社
工机构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成
立：同年 7 月 3 日，鹏星社会工
作服务社揭牌，7 月 31 日，社联
社工服务中心成立，8 月 23 日，
慈善公益网增加社工业务服务
范围……这些在政府支持下成
立的社工机构如今都规模较
大，实力雄厚。

2007 年 10 月 26 日， 深圳
市委、 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社
会工作发展的“1+7”文件，对社
工的岗位设置、教育培训、薪酬
待遇、财政支持、社工机构等各
方面都进行了明确的规范，成
为深圳市社会工作试点的重要
制度保障。

随即，2008 年初，深圳市社
会工作试点全面铺开， 当时已
经成立的 11 家社工机构的服务
得到了市级试点单位及各区政
府的购买……

“08 年已经开始公开招标，
那时候大家都是新机构， 彼此
的竞争是公平的， 我的观点就
是像摆摊一样， 给你们练摊的
机会， 摆了之后才知道谁好谁
不好。 到 09 年、10 年的时候实
际上对新机构还是有一定照顾
的， 毕竟之前成立的机构都得
到了政府的支持。 但 11 年开始
包括今年， 再新成立的机构就
基本中不了标。 实力在这摆着，
你肯定竞争不过老机构。 ”深圳
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处处长骆冰
坦言。

没有政府购买， 壹家亲的
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基金会，中
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都是壹家
亲的资助方。 从运营模式上看，
与其说是专业的社工服务机
构， 壹家亲倒是更接近传统的
草根 NGO。

目前，壹家亲共有全职员工
四人，有“金色朝阳———归侨子
女成长教育”、“青年力量———归
侨失业青年就业援助”、“朝花夕
拾———归侨老人文化传承”等近
十个项目。 而实际上，由于资金
和人力的限制，金色朝阳项目是
中心的核心工作，其他项目有些
甚至还没有具体实施。

骆冰告诉记者， 虽然注册

门槛较低， 但目前深圳市并不
鼓励成立新的社工服务机构。

“倒是鼓励一些已有成熟项目
的公益慈善组织到登记部门增
加服务范围， 引入专业社工提
供社工服务， 来参加公开竞
标。 ”骆冰说,“接下来明年的年
审， 什么项目都没有的机构就
很难通过年审。 宁缺毋滥，不怕
机构数量减少。 ”

“企业社工”突围

在深圳，专业社工服务机构
的发起约为三种：07、08 年以政
府扶持成立为主；其次，由成熟
的专业社工成立；第三类则是一
些敏锐的民营企业家，把注册社
工机构看成是一种机会。最后一
类很好区分，这些机构的负责人
仍习惯被下属称为“某总”。

比如甘照寰。
与壹家亲不同， 由甘照寰

发起成立的深圳市龙岗区至诚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至诚）的发展则相对顺利。

至诚成立于 2009 年末，创
办人甘照寰此前做电子配件生
意。甘照寰曾受人帮助一心寻机
回报，对方却告诉他回报社会即
可。 2009年，他用生意人的方法
考察了大半年市场，还自费随深
圳市社工协会到香港学习。 之
后，他认为“这件事可以做”。

彼时， 深圳市龙岗区已经有
4家社工服务机构， 至诚并无优
势。 甘照寰独辟蹊径， 重点探索
“企业社工” 这一相对新鲜的事
物。

甘照寰的选择是有深层考
虑的。

深圳市对于社工服务的购
买以市、 区两级政府为购买主
体， 市级用人单位主体包括市
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局、
市计生局及团市委等部门，由
市民政局代表市级服务购买
方。 服务购买方在很多情况下
并非服务使用方，例如，深圳市
民政局将购买的社工安排到市
级民政服务单位开展工作，也
分配到市级中小学、 市级各医
院提供服务。 社工服务机构作
为服务的提供方，负责招聘、培
训、派出及管理社工。

购买方式上则采取公开招
标的办法，分为“岗位购买”和
“项目购买”两种，社工服务岗
位购买标准为 7 万元/人/年（一
些区是 7.5 万元/人/年）， 项目
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市级购买

费用尚未列入市财政预算，主
要由彩票公益金支出； 区级购
买费用已纳入各区财政预算，
由区财政支出。

而企业社工又与传统的岗
位购买不同， 政府只支出岗位
费用的一半， 另一半则由社工
所服务的企业自掏腰包。

“机构拿着跟企业签的合
同再去向政府要钱， 相当于一
定程度上把机构推向了市场，
对机构来讲，挑战特别大。 ”至
诚总干事助理黎志芬告诉《公
益时报》 记者，“第一次去企业
推广社工的理念时， 由于没有
样板，吃了很多闭门羹，还跑去
富士康，被赶了出来。 最后只能
跟老板讲， 我们先免费为你们
服务一段时间， 觉得好用再雇
我。 ”

转机出现在 2010 年 7 月，
深圳市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与至
诚签约，购买了两名专业社工。
彼时冠旭的想法就是降低员工
的流失率， 解决员工在工作和
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纠纷。 这一
案例， 是龙岗区企业自主购买
社工服务的先河。 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 MSW（社会工作硕士）
教育中心为“冠旭电子社工服
务中心” 进行的中期评估中显
示， 76.8%的员工接受过社工
的服务；84.2%的人同意“社工是
和蔼可亲、值得信任的”；74.74%
人同意或非常同意“社工促进
了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沟通”。

自此以后， 至诚把该案例
做成样板，通过与工会、人力资
源局等单位的联系， 开始与更
多的企业接触、合作。 企业社工
成为至诚的品牌项目。 目前，至
诚有 109 名全职人员，其中社工
85 人， 企业社工占社工总数的
一半以上。 相比 2009 年同期成
立的社工机构，发展速度较快。

构筑服务平台

事实上， 通过 5 年的发展，
深圳市民政局在搭建更为开放
平台的基础上， 还引入更为激
烈的竞争机制， 主观地鼓励社
工服务机构向优胜劣汰的趋势
发展； 而深圳市的社工服务机
构也正在逐渐摆脱单纯依靠政
府购买的状况， 积极吸纳各种
社会资源。

“这个在机构评估的时候
就会体现出来， 社会资源吸纳
得多的机构，一定是会加分的。
没有任何社会资源进来的机
构， 光想着政府购买服务的这
点钱，是不行的。

（下转 09 版）

深圳市对于
社工服务的购买以
市、 区两级政府为
购买主体， 购买方
式上则采取公开招
标的办法，分为“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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