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阅读

� � 为推动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组
织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增
强其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的能力，青岛市民政局
日前结合青岛市实际，试点
开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据
了解， 青岛市先行在市南、
四方、崂山、城阳、莱西等五
个区市试点，并将在试点经
验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
围。

据介绍， 青岛市社会组
织直接登记试点将放宽条
件，简化程序。即在现有法规
框架下， 在部分领域打破社

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放
宽登记条件，简化登记程序，
取消社会组织业务主管部门
前置审批， 实行社会组织直
接登记。

青岛市将对社会组织突
出重点，实行分类指导。青岛
市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 确定直接登记的业务领
域和组织类型， 重点在民政
业务领域中的公益慈善类、
社会福利类、 社会服务类三
类社会组织中开展， 涵盖社
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基金会。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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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社会组织
PK近亿元专项资金
� �“现在请确认投标文件的密封
情况，确认无误后将予以拆封。”11
月 22 日上午， 广东省省级培育发
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
评审第三方机构服务资格项目开
标会议正式召开，中标结果将于今
天公示。此次公开招标引入的两家
第三方代理机构将分别负责省级
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申报
受理和初审、终审，并最后提出获
得资金扶持的社会组织名单，这也
是广东省甚至全国首次在专项资
金分配中引入第三方机构。

笔者还从当日会议上获悉，
此次资金分配将择优选择约 360
家社会组织实行分类扶持， 重点
扶持行业协会和发挥枢纽作用的
社会组织。 其中：行业协会类每家
30 万元， 公益服务类每家 20 万
元，学术联谊类、公证仲裁类、群
众生活类等每家 10 万元，发挥枢
纽作用的社会组织统一按每家 30
万元扶持。

符合条件的 NGO 均可申报

据悉，广东省决定在地级以上
市政府实施社会组织扶持发展专
项计划，并经省政府批准，从今年
起由省财政设立广东省省级培育
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社会组织有效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购买服务和授权委托事项，支持社
会组织培育服务品牌，提供公共产
品和公益支持。

根据《广东省省级培育发展社

会组织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省财政将对成立 3 年内符合一定
条件的公益服务类、 行业协会类、
学术联谊类、公证仲裁类、群众生
活类、枢纽型社会组织等非营利性
社会组织给予一次性补助，每年投
入资金约 1 亿元，扶持社会组织数
量达数百家。

为了规范专项资金管理，确保
资金分配体现公正、公平、公开、公
正，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效益，专项
资金借鉴省级其他专项资金竞争性
分配经验， 明确通过竞争方式确定
扶持对象。 今年的广东省省级培育
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竞争性评审
分配本月进行， 全省 3万多家社会
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均可申报资
金扶持，角逐近亿元的资金扶持。

第三方机构初审终审

省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
资金实行竞争性分配的一大创举
还在于引入了第三方机构组织竞
争性分配。

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和工作安
排，资金分配由省财政厅会同有关
部门通过竞争性谈判确定一个代
理机构， 由其负责组织公开招标，
通过公开招标引入另外 2 家第三
方代理机构，分别负责资金申报受
理和初审、终审，提出获得资金扶
持的社会组织名单。目前进行的是
确定负责公开招标代理机构的竞
争性谈判环节，接下来还将按程序
进行公开招标等工作。

据了解，此次培育发展社会组
织专项资金的竞争性评审分配前
后将历时约 1 个月，获得资金扶持
的社会组织名单将在年底出炉，资
金也会迅速到位。 同时，即使当年
获得了省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
项资金资助，下一年如果仍符合准
入条件，还可继续申报。

（据《南方日报》）

链接>>>
广东社会组织逾三万个

广东社会组织近年发展迅速，
截止到 2012 年 7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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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员工以数百万计。

� � 今年以来深圳社工人才流失
率接近 20%，其中不再从事社工行
业的比例达 70%。 日前，记者从在
深圳召开的珠三角地区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座谈会上
获悉，全省社工服务机构数量增长
速度很快，但却面临着社工人才流
失率较高的问题。广东省民政厅厅
长刘洪表示，各地市要尽快出台社
工薪酬激励办法，建立科学可靠的
薪酬保障机制，同时加快政府购买
服务步伐。

据了解，广东省民办社工服务
机构数量正在逐步壮大。 目前，珠
三角地区民办社工机构已超过
290 家， 比去年底增加 130 多家。
明年广东全省争取增加 100 余家
民办机构，总数达到 400 家。

同时，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
力度也逐步加强。 今年珠三角各
市政府用于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
经费投入达到 5.7 亿元，比去年增
长一倍。 例如，截至今年 8 月，广
州市已全面完成了全市每个街道
至少建成 1 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的任务，同时，部分区建成了镇一

级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目前广州
市共有 150 个街镇家庭综合服务
中心开业运营， 市区两级财政总
投入达 2.81 亿元。在深圳，今年社
区服务中心大部分项目申报和招
投标已经基本完成， 全市今年建
成 100 家社区服务中心的目标有
望超额完成。

有专家认为，应当尽快出台政
策，保障社工机构工作人员在工资
待遇、医疗、养老、住房、职称等方
面的保障，以此留住人才。

刘洪说，要采取有力措施壮大
和稳定一支规模适中、 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社工专业人才队伍，确
保社工专业人才在数量、 结构、能
力、素质上满足日益增长的专业社
工服务需求。

刘洪表示，首先，各地市要尽
快出台社工薪酬激励办法，建立科
学可靠的薪酬保障机制，同时加快
政府购买服务步伐。其次是加快人
才培养。明年珠三角各地市至少要
建立 1 家培养基地和 3-5 个实训
基地。 第三是关心社工。 要通过出
台政策，在生活、工作、情感上关心

支持爱护社工，采取得力措施解决
外地社工落户、就学、就医的问题。
鼓励和支持他们参加更高一个层
级的学习深造， 聘请香港督导传、
帮、带，以满足他们进一步学习、成
长、提高的需要。

（据《南方日报》）

链接>>>
广东率先建成三级社工机构

2011 年 7 月 ， 广东省委召开
十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社会建设
问题，强调要把社会建设放到和经
济建设同等重要的高度，并先后出
台了《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和
7 份实施意见。 除了给政策，更决
定成立社工委这一具体机构去支
撑起这一战略性的调整。

目前 ，广东省市 、县一级的社
工委机构也已经全部成立，各级社
工委干部也已经在 2012 年 3 月底
前全部到位。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个
在省、市 、县三级全面设立社会工
作机构的省份。

广东明年拟增 100余家民办社工机构
珠三角各地至少建 1家培养基地

地方简讯

上海慈善组织数量破万
� � 慈善组织快速发展，截
至 2011 年底，上海经核准登
记的社会组织共 10289 家。
日前， 上海市民政局召开新
闻通气会， 介绍公益慈善事
业的有关发展情况。

据介绍，2008 年至 2011
年， 上海接收的社会捐赠总
额（含物资折价）达到 115 亿
元；截至 2011 年底，上海经
核准登记的 社 会组织 共
10289 家，其中从事救灾、帮
困、扶老、助残、济孤的慈善
组织有 1500 多家；慈善组织
的公信力建设不断得到加
强，2011 年上海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荣登《福布斯》杂志

“中国最透明基金会”榜单榜
首，上海慈善基金会、上海增
爱基金会也被列入“中国最
透明基金会”榜单。

记者了解到，12 月，上
海公益慈善宣传活动将拉
开大幕，活动以“阳光慈善，
和谐上海”为主题，以《上海
市募捐条例》和《上海市志
愿服务条例》 为核心内容。
在公益慈善宣传活动期间，
以两个《条例》为指导，有关
公益慈善组织、人民团体和
政府部门将开展各类公益
慈善活动和帮困送温暖活
动。

（据东方网）

北京投 500万元扶持助残类 NGO
� � 11 月 25 日， 记者从北
京市残联获悉， 今年北京共
投入近 500 万元用于扶持助
残类社会组织，目前共有 80
多家社会组织获得数万到数
十万不等的扶持资金， 明年
该资金投入和受益社会组织
数量都将进一步增加。

据了解， 目前北京共有
助残类社会组织 200 多家。
由于社会组织普遍面临资金
短缺、 待遇低导致人员流失
大等问题，生存比较困难。为
帮助该类社会组织进一步发
展， 北京市残联每年都会投
入一笔资金。 北京市残联社
会办相关人员介绍， 市残联

会邀请第三方对社会组织进
行认定评估， 包括设施、场
地、人员、社会影响等，最终
按成绩分为 5 个等级， 获评
不同等级的社会组织， 将可
获得数万到数十万不等的资
金扶持。

此外， 北京市残联还通
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
式给予社会组织支持。 据介
绍， 今年北京市残联共投入
约 300 万元， 向社会组织购
买了十多项服务， 包括自闭
症教师培训、 残疾人文化事
业普及等， 这一资金和购买
力度在明年也将继续增大。

（据《京华时报》）

青岛试点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 � 日前， 芜湖市社会组织
培育中心作为安徽省首家社
会组织孵化基地建成并投入
运行。据悉，这是芜湖市培育
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一项重
要成果， 也是芜湖市今年社
会组织管理服务体制改革创
新的重要举措之一。

据了解， 该中心由镜湖
区镜湖新城社区社会组织联
合会负责运营管理，总建筑
面积 1000 平方米， 专门培
育孵化具有创新性及发展
潜力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福
利类、 社会服务类社会组

织， 培养社区组织骨干力
量。 特别是对开始创办、处
于起步阶段的社区社会组
织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包括
办公场地、办公设备、能力
建设、注册协助等，减少它
们在后勤、 办公方面的困
难。 目前，进入该培育中心
的社会组织已有 11 家，包
括芜湖海星社会工作服务
社、 芜湖市孤独症协会、镜
湖区社会工作协会、镜湖区
阳光家园服务社、镜湖区“一
米阳光”志愿者协会等。

（据《芜湖日报》）

安徽首家 NGO培育孵化基地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