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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 2012 年 4 月深圳市
民政局下发的 《关于调整政府
购买社工服务资金使用标准的
通知》，获得国家初级助理社工
师资格证书的一线社工的平均
工资标准指导价提高至 4700
元/月 （原指导价是 4020 元/
月）。 除对一线社工涨工资外，
另外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社
工机构。

部分社工机构对专项业务

活动经费管理不善， 随意性较
大的现象将会得到大大的规范
和纠正 。 因为原定每年每人
6000 元的业务活动专项经费，
将直接调整为 2400 元/年。 这
笔经费主要用于社工开展个
案、小组、社区活动购买活动用
品等开支， 实际开支需超出部
分， 由机构向用人单位争取支
持解决。

（据《南方都市报》）

� � 目前深圳社工服务
岗位的购买标准是 7 万
元 / 人 / 年，有一些区是
7.5 万元。 其中 80%用
于支付社工个人薪酬，
机构提取 20%作为培
训、 邀请督导等日常行
政费用。 平均到每个社
工头上年薪就是 5.6 万，
一个月不到 4700元。

“

”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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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一名社工因年终“负补贴”辞职

深圳社工挣多少钱？
� � 近日，深圳网友“cicici66”在
微博上晒出自己的工资单，最后
一栏显示 2012 年度“应补工资”
为“-5000 元”，随后，博主发了一
篇“从负 5000 元说起”的长微博，
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有着五年
工龄老社工的薪资待遇，引发了
很多社工共鸣，也引起了整个社
工行业的关注。

5000 元的纠纷

对于这“负 5000 元”，微博名
为“cicici66” 的社工认为要从
2012 年 4 月深圳市民政局发布
的《关于调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
资金使用标准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说起。《通知》要求“各
社工机构将原定每年每人 6000
元的活动经费调整为 2400 元，
剩余差额用于补助获得国家助
理社工师资格证的一线社工工
资”， 并将其平均工资指导价提
高至 4700 元/人/月（机构最多只
能下浮 5%， 未获得证书的可下
浮 10%—20％， 包括各种福利开
支在内）， 自 2012 年 5 月开始实
施。

“cicici66”在长微博上写到：
“账单上， 作为在机构呆了 5 年
的唯一一位老员工，我不但没得
补发工资， 还欠了机构 5000 块
钱！ 原因在于机构交的社保、公
积金、高温补贴，连同工龄工资、
专业资格证补贴等等，甚至连社
协给我发的全年督导助理补贴
等等都加在一起，按照机构定的
4650 元的工资标准，我严重超出
民政局定的工资规定！ 于是从民
政局的通知开始实施的 5 月，到
12 月，我欠了机构 5000 块钱。 ”

“《通知》里说的 4700 元是平
均工资指导价，允许机构根据社
工工作的主观条件和工作的客
观状况上下浮动，但应该说这就
是最低工资标准，机构拿这个标
准卡太荒谬。 ”“cicici66”的大学
同学，同为深圳社工的王金铭告
诉记者。

“cicici66”的微博被转发几
百条后，她所在的社工机构———
深圳市铭晨社会工作服务社发
表声明。 声明中称，机构中不足
最低工资标准的社工将得到工
资补发，而高于工资标准的社工
不会被倒扣。

2013 年 1 月 28 日， 深圳市

社会工作者协会纪律工作委员
会就此事进行了调查调节，并做
出通报。 通报表示深圳市铭晨社
会工作服务社参照《通知》对社
工补发工资， 财务人员将 5－12
月社工工资与政府指标薪酬福
利标准进行了对比，并将工资表
发给社工，而未对工资表做出相
关说明。 社工收到工资表后，出
于不满情绪在微博上发表帖子。
在 1 月 24 日机构就相关数据做
出解释后， 社工已经删除了发
帖，双方达成谅解。

1 月 30 日，记者联系到“cici－
ci66”， 她表示打算离开这家机
构，已经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而
关于深圳市社协的调查通报，

“cicici66” 说：“事情总要有平息
的时候，总需要有人出面把它压
下来。 ”

从未终止的探讨

5000 元的纠纷看似有了了
结，而实际上，关于社工待遇的
探讨，却从未停止过。

事到如今，“cicici66”仍坚持
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
比。“cicici66”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2008 年初， 她刚踏入社工行
业，尚未取得社工证，彼时的工
资为税前 3500 元；2008 年末，她
拿到社工初级证， 按照合同规
定，工资上升到 3800 元（扣社保
及个税前）；现在，她已经考取了
中级社工师，并成为深圳社工的
最高级别———督导助理，工资为
每月 5020。“这 5020 包括一线社
工工资、年功工资、中级社工师
补贴和深圳市社协为督导助理
发的每月 700 元补贴。 这五千多
块钱仍是扣社保及个税之前的，
我到手工资就四千五百多。 ”

记者在一份深圳社工的劳
动合同上看到：“双方约定以
4700 元/月为基准，（有助理社工
师资格证下浮 5%， 无资格证下
浮 20%，此基准除基本工资外，包
含机构和社工个人应缴保险、住
房公积金、绩效奖金、高温补贴
等各种福利工资在内）确定受雇
方工资。 ”

“深圳的社工薪酬体系很奇
怪，你干了几年的老社工和新进
社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各家社
工机构的薪酬制度里都说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但政府购买一

个社工岗位就那么多钱，还规定
了最低薪酬标准，所以机构老板
们为了盈利，一定会把员工工资
压到最低，你规定最低多少钱我
就按多少钱发好了。 ”王金铭说，
再在一线熟悉两年，他打算自己
成立一家社工机构。“深圳很多
社工机构的老板都是以前做生
意的，涌到这个行业不可能不图
利，他们不会切实从社工的角度
出发看问题。 ”

2007 年，深圳市民政局“试
水” 用彩票公益金购买社工服
务。 2009 年，民政部正式发文，明
确将购买社工服务纳入彩票公
益金使用范围，深圳购买社工模
式得到认同和推广。 自 2010 年
开始，深圳的社工薪酬参考标准
由此前的 3720 元/人/月提高到
4020 元/人/月；2012 年 4 月，《通
知》下发，深圳一线社工薪酬再
次调整，平均工资指导价提高至
4700 元/人/月。

“可目前深圳社工服务岗位
的购买标准是 7 万元/人/年，有
一些区是 7.5 万元。 其中 80%用
于支付社工个人薪酬，机构提取
20%作为培训、 邀请督导等日常
行政费用。 平均到每个社工头上
年薪就是 5.6 万， 一个月不到
4700 元。一线社工平均工资指导
价又调整，老板又不敢发的比这
个少，所以大家就只能挣到平均
值这么多。 ”王金铭认为这样的

规定保证了社工的最基本生活
标准，却对社工的向上发展缺少
鼓励性，也不能为行业吸引到更
高级的人才。

“08 年我刚到机构工作时，
90%以上都是重点大学社工专业
毕业的学生， 今年机构招了 10
个人，本科生 4 个，只有 1 个是
学社工的，其余 6 个专科生。 现
在都是专科生愿意来应聘，觉得
起点还不错， 最少也有 3 千多 4
千块钱拿。 ”王金铭说。

人才流失和政策推动

薪资及成长预期成为影响
社工去留的重要因素。

2009 年， 彭宇从一所“211”
高校的法学院毕业，进入到一家
社工服务机构工作。 三年后，
2012 年 4 月他报考了广州某地
海关，最终被录取。“考不上我就
接着考，反正不会再干社工了。 ”

2012 年末，珠三角地区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座
谈会在深圳召开， 会上透露，广
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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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深圳社工人才流失率近 20%，其
中不再从事社工行业的比例高
达 70%。

“原因有什么好分析？ 就是
待遇不好呗。 ”彭宇告诉记者，即
便有指导标准，某些机构也总能

想出办法不按其执行。“说是薪
资改革，实行绩效工资。 可一绩
效， 老板就有各种名目扣你的
钱，被服务人员反馈不佳，没按
时上交资料，甚至机构考核时你
说错话都有可能被扣。 最要命是
每年还都有那么几个月拖欠。 ”
彭宇说， 因为政府拨款有滞后
性，机构资金运转不开时，只能
暂缓发放社工工资。

2012 年 4 月， 民政部等 19
个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印发了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中长期规划 (2011—2020 年)》，
其中指出：“民办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被纳入政府支持范围，民
政部门将加大彩票公益金支持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
力度”，“逐步加大民政部门使
用的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力度， 并引
导社会资金， 增加对规划项目
的投入，以形成财政资金、社会
资金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
机制。 ”

在珠三角地区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座谈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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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都是好的，问题是落
实。 但愿能有所改善吧，否则社
工真成了公务员的后备军。 ”彭
宇苦笑。

深圳提高社工平均工资指导价一名工作了四年的一线社工工资单：

深圳市铭晨社会工作服务社成立于 2008 年 2 月，现有 75 名一线社工。 图为其举办的“老人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