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工机构资金来源单一

何时不再围着政府购买服务的指挥棒转？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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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 大到一个
国家，小到一个机构，都会在春
天开始一年的计划，启动最新的
工作。 然而这一规律，在很多社
工机构这里却失效了。

对于很多社工机构来说，
七月才是春天的开始。 因为从
这个月开始， 很多项目才会陆
续启动实施。 那么，为什么会是
这样呢？

始于六月、七月的项目循环

2016 年 7 月 26 日， 三里屯
街道第二届社区创享计划正式
启动。 来自民和社工事务所的马
欣统筹了整场启动仪式。

社区创享计划通过项目化
运作的方式，由朝阳区政府和街
道共同出资，动员社区居民和社
区组织将社区问题变成提案，并
提出解决办法。

为了统筹项目进程，组织提
案大赛，从项目书撰写开始为社
区居民增能，很多街道都引入了
社工机构的参与。 三里屯街道就
引入了恩派和民和社工事务所，
并将项目资金的 30%用于购买机
构的服务。

第一届创享计划 2015 年 6
月开始实施，到今年 6 月结束，7
月正式启动了第二届。 民和社工
事务所将负责其中的三个社区。

像社区创享计划这样从 7
月启动的项目还有很多。

“一般社工机构的项目启动
时间都不会过于提前，一般周期
都是 6 月到（来年）6 月，7 月到 7
月。 ”北京西城区仁助社工事务
所总干事安娜表示。

缘于购买服务的项目周期

之所以会出现当年年中到
次年年中的周期循环，与社工事
务所的资金来源脱不了关系。

当前，社工机构的主要资金
来源是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据

“2015 年度百强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评选活动的统计，政府购买
服务占百强社工机构总收入的
比例为 92.13%。 百强社工机构市
场 化 项 目 的 平 均 比 例 仅 为
4.25%。

也就是说，政府购买服务资
金何时到位，社工机构的项目何

时才有资金支持启动。
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

法（暂行）》，购买服务可以采用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
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承
接主体。

目前，公开招标已经逐渐成
为主要的购买方式。

“政府年后开始发包项目，
不管是区级、市级还是中央财政
的，一般都是在 3 月。 ”安娜表
示。 社工机构投标后，需要经过
评审、公示、签约等多个流程，最
终获得项目也就到了五六月份。
而项目资金只有在签约之后才
有可能拨付。

“一年期的项目并不是按照
自然年来计算的，而是按照项目
周期来的。 ”安娜强调。

除了公开招标之外，邀请招
标等其他方式也一般要到六月
份。

民和社工事务所不仅承接
了三里屯街道部分社区的创享
计划，还托管运营了三里屯街道
社会治理与服务创新中心。 据马
欣介绍，中心一般会在年初提出
需求，组织相关社会组织提交项
目方案，然后向区里、市里申请，
最终在五六月份签约。

谈到为什么社区创享计划
启动仪式会在 7 月份，三里街道
社会办副科长王春虎表示：“到 7
月份， 项目资金基本上就下来
了。 ”

巧妙而无奈的项目设计

基于对政府购买服务流程
与时间的认识，社工机构摸索出
了自己的节奏： 春天从 7 月开
始。

由于担心项目计划书写的
时间、 确定获得项目签约的时
间、 资金拨付的时间存在不一
致、断档的风险，很多社工机构
在投标的时候就会把项目实施
时间往后写。

“有经验的社工机构不会把
项目实施时间写得过于提前。 因
为第一笔资金到的晚，如果提前
开展了大量工作，在管理上是存
在问题的。 ”安娜强调。

除非是延续性的项目，基本
可以确定能够继续获得项目资
金支持， 才会与购买方沟通，提

前实施项目。
一般来

说， 签约后，
资金就会到
位一部分。

据李楠
社会工作事
务所主任李
楠介绍，一般
流程是审批
下 来 后 ， 发
包、 签约、拨
首期款，中期
审核合格后
第二次拨款。
“社工委、残

联等会分两次拨付，一般是六四
比例或七三比例。 拨款规律了，
已经形成了较好的模式。 ”李楠
表示。

北京立德社工事务所承接
了很多街乡购买的项目。 其副所
长郭玉贵表示，购买服务的资金
拨到街乡后，街乡与社会组织签
协议， 然后会按照 6:3:1 或者 6:4
的比例付款。“也有街乡为省事，
基于对机构的信任，会一次性拨
付。 ”郭玉贵表示。

资金滞后影响社工机构生存

通过对政府购买服务流程
的把握，及时作出应对，社工机
构的资金使用一般不会出现问
题，但不代表不会出现问题。

由于资金来源的单一，社工
机构的资金基本是项目资金，一
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导致资金
拨付延迟，就会影响社工机构的
生存。

在深圳，资金拨付滞后现象
就曾经十分严重。 2012 年，深圳
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曾做过统计，
截止到当年 2 月 28 日，深圳市、
区两级财政和福彩公益金资助
的岗位、项目和社区服务中心应
到 账 而 未 到 账 款 项 总 额 为
1218.47 万元， 共涉及 27 家社工
机构。

今年，仍然有网友在深圳论
坛发帖质疑为何还存在着未能
按时给社工机构拨款的现象。

在北京，“前两年，有些项目
到九十月份才会批下来，批复晚
导致拨款晚，社工机构就得赶急
活了。 ”郭玉贵表示。

安娜则介绍了另一种曾经
存在的情况：“最早的时候还实
行过资金在项目结束考核之后
才会一次性拨付。 ”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规范
化， 资金拨付逐渐规范起来，延
迟的现象逐渐减少。 不过据郭玉
贵介绍，如果有些街道内部流程

乱，或对接科室换人，比约定的
日子晚几个月付款的情况还是
有的。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不及时
拨付，意味着承接服务的社工机
构员工不能及时拿到工资、服务
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员工也会
对机构、对政府的诚信度失去信
心，影响机构正常发展。 ”上海映
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总干事许
田强调。

购买拨付流程需进一步优化

之所以会出现政府购买服
务资金拨付延迟的现象，除了工
作人员的主观原因之外，也存在
着一些客观原因。

“从我在珠三角等地从事评
估的情况看，对资金拨付迟缓问
题的解释都是‘走程序’。 ”广州
市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朱静君
曾对媒体表示。

而资金拨付程序较复杂、时
间较长，一方面与资金来源多样
有关，有来自财政预算,有来自福
彩公益金、 行政性事业收费、专
项资金等，不同的来源涉及的程
序并不相同。 另一方面，与政府
资金拨付流程的设置不够高效
率有关， 比如流程的透明度、时
限设置等。

2015 年实施的《政府购买服
务管理办法（暂行）》规定，政府
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应当在既有
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这将有助
于改变资金来源复杂、不稳定的
现状。

“财政部门应采取一些方法
提高资金拨付效率，比如向服务
对象公开资金拨付流程并严格
实行、一次性告知应准备的书面
材料、实行限时办结制等。 ”湖南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系
副教授张彪表示。

从流程上确保资金拨付的
探索在基层也已经出现。

“我们托管三里屯街道社会

治理与服务创新中心之后，向上
申请项目的时候，都会让街道同
时出具盖章的项目同意书，说明
申报的项目是街道认可的，一旦
资金到了，街道就会迅速拨付。 ”
马欣表示。

拓宽资金来源， 实施金融
创新

在政府不断完善购买服务
机制的同时，社工界也不断创新
着自己的应对措施。

“以前遇到资金拨付延迟的
情况，机构负责人垫付、机构之
间拆借、不同项目之间拆借都是
有的，如果能够使用商业手段解
决，比如获得贷款，我们是十分
希望的。 ”安娜表示。

深圳市就曾在 2013 年推出
了“融易贷”公益金融创新项目，
在政府拨款延迟的过渡期内，由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提供
小额低息的贷款，支持社工机构
及其他社会组织运营发展。

当然， 社会组织要贷款，需
要有政府采购合同及相关服务
要约、组织能力评估等。 首批有
六家社工机构成为试点单位。

据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秘书长张卓华介绍，“融易贷”至
今仍在实施，参与银行已经不仅
是建设银行，还有江苏银行等多
家银行参与。

除此之外， 寻找更多资金
来源， 也成为众多社工机构的
选择。

安娜所在的仁助社工事务
所就在 2015 年申请并获得了中
国扶贫基金会的 50 万元项目
款，用于实施“残障儿童教育质
量提升及社会融合”项目。

从 90%靠政府购买服务到引
入基金会资金，对仁助来说是一
个不小的转变。“我们以前资金
来源单一，这几年政府购买资金
虽然在增长，但社工机构增加得
更快，单一依靠政府购买是难以
长久持续的。 ”

财政部、民政部、工商总局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