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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建立慈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动态

� � 近日， 省政府建立江苏省
慈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
会议由省政府分管副省长担任
总召集人、 省政府分管副秘书
长和省民政厅主要负责人担任
召集人，省委宣传部等 41 个部
门和单位为成员单位。 联席会
议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厅， 承担
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 由省民
政厅分管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
议办公室主任。 联席会议设联
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业务处

室的负责同志担任。
联席会议主要职能是，在省

政府领导下，研究完善我省慈善
工作体制和机制，制定相关政策
制度，适时向省政府提出工作建
议；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我省慈
善工作，推动部门间的沟通与交
流；拟定年度工作计划，督查、考
核成员单位和各地慈善工作落
实情况，指导和推动慈善事业健
康发展；建立慈善综合指标评价
体系和区域慈善指数发布制度，

发布年度慈善工作报告白皮书；
加强慈善从业人员队伍建设，推
动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融合发
展，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完成省
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联席会议制度要求， 根据
《江苏省慈善条例》有关规定，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相应
建立由有关国家机关、人民团体
和慈善行业组织参与的慈善工
作协调机制。

（据民政部网站）

� � 8 月 7 日， 云南省民政厅
发布公告，指出云南 20 个社会
组织被撤销登记， 此外， 另对
42 个社会组织送达《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 拟作出撤销登记
处罚。

8 月 7 日，云南省民政厅发
布公告，全省 62 个社会组织连
续两年以上未参加年度检查，
拒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
检查，其行为违反了国务院、民

政部相关条例。
云南省民政厅决定对其中

20 个社会组织撤销登记， 对另
外 42 个社会组织送达《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拟对其撤销登
记。 公告称，因无法与这 42 个
社会组织取得联系， 限其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省民政厅
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依照有关规定，42 个社会

组织当事人对拟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享有陈述、申辩及要
求听证的权利。 自送达之日起
三日内向本机关作出书面陈
述、 申辩及是否要求听证的答
复， 逾期未答复视为放弃上述
权利。

根据名单显示，62 个社会
组织包括：7 个基金会，26 个民
办非企业单位，29 个社会团体。

（据云南网）

� � 由民政部牵头的全国性社
会组织参与宁蒗脱贫攻坚工作
签约仪式 8 月 6 日在云南省丽
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举行。

在签约仪式上，中国建筑金
属结构协会等 6 家全国性社会
组织与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达成了参与宁蒗脱贫攻坚工
作相关协议，涉及农村基本医疗
和教育保障、农村养老体系保障

和残疾人保障、农村基本道路建
设、旅游扶贫、产业扶贫、航空扶
贫等多个方面。 在签约仪式上，
民政部向正式认领项目的社会
组织发放了“全国性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项目认领证书”。

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副局长黄茹介绍，截至目前，在
民政部登记的 2301 家全国性
社会组织， 有 80%参与了脱贫

攻坚工作，其中，正式立项开展
脱贫攻坚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共
有 686 家，2018 年共开展扶贫
项目 1536 个，扶贫项目总支出
约 323 亿元， 受益建档立卡户
约 63 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约 581 万。 主要的扶贫领域
涉及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
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

（据中国经济新闻网）

固定薪酬占比超九成弹性
激励少

为分析薪酬水平与从业人
员满意度、离职率、敬业度的关
联，为慈善行业人力资源管理政
策和薪酬福利方案的制定提供
决策参考，今年 3 月，深慈联委
托 ABC 美好社会咨询社启动了
深圳市慈善行业薪酬调研项目。

项目以注册地在深圳的慈
善组织和慈善行业从业人员为
调研对象，按“基金会、社会服务
机构、社会团体”三大类进行抽
样， 共收集到 38 家慈善组织共
1731 条有效个人薪酬数据。“这
些数据是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慈善组织发放的税前薪酬，
按基本薪酬、总固定薪酬、总现
金薪酬三部分进行统计。 ”项目
组顾问、AMT 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合伙人高碧滢说。

调查显示，从整体薪酬水平
上看， 超过 80％从业人员的年度
总现金薪酬在十万元以下，且约
57％是位于 6 万~8 万元之间。 而
根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深圳 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111709 元，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为 63635 元。“也就是说，样
本中约 90％从业员的年薪低于非
私营平均工资， 约 35％从业人员
低于私营平均工资，行业薪酬竞
争力整体较弱。 ”高碧滢说。

从薪酬结构上看，固定薪酬
占比在 90％以上， 说明弹性激励
占比较小。 从机构类型来看，基
金会的整体薪酬水平高于其他
两类机构，基金会甚至是社会服
务机构的 2 倍，差距明显，且级
别越高，与社会团体、社会服务
机构的薪酬差距越大。 此外，过
去两年深圳慈善组织的薪酬平
均增长比例约为 10.7％。

逾半有离职意愿的从业者
对薪酬不满意

对于上述薪酬，样本中近半
从业人员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
意。“有 61.5％的从业人员认为自

己的薪酬在深圳本地人才市场
非常没有竞争力或比较没有竞
争力， 另 30.6％的认为竞争力一
般；从业人员中，分别有 5.2％和
28.6％的人表示薪酬‘完全不能’
和‘基本不能’反映其个人绩效
表现，46％的从业人员则表示薪
酬和绩效对应关系一般。 ”高碧
滢说。

而薪酬的满意度也直接反
映在人员留守率上。“有离职意
愿的人当中， 薪酬不满意的占
54.6％，薪酬很不满意的占 9.1％。
即便是无离职意愿的人中，薪酬
不满意的也有 25.2％， 很不满意
的则是 1.5％。 ”高碧滢直言，“薪
酬水平低、缺少晋升等职业发展
机会、工作量大”是从业人员考
虑离职的前三大原因。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报告
认为， 除了推动慈善行业市场
化运作，提升薪酬支付能力外，
还要建立以岗位价值为核心的
薪酬分配制度， 加强关键岗位
薪酬竞争力。“目前慈善行业缺
乏科学合理的市场薪酬标准，
从业人员流失严重， 应通过科
学的岗位价值评估， 向关键岗
位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 高技
能人才合理倾斜。 ”报告建议，
慈善组织借鉴企业的薪酬设
计，建立机构职级，设计合理的
薪档、薪级体系，并通过内部岗
位价值评估和能力评估明确员
工薪酬标准。 同时，根据员工职
级晋升和绩效水平， 完善与薪
酬挂钩机制， 并定期评估薪酬
管理效果，保证内部公平性。

应尽快建立慈善高层次人
才认定标准

深圳 2008 年的社会组织仅
为 3000 多家， 而到了 2018 年这
一数字已过万， 行业发展迅速。
报告提出，要完善慈善行业人才
价值供应链管理，一方面拓宽多
渠道的招聘来源，满足行业对人
才数量和质量的需求； 另一方
面，建立结构化的核心、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提升从业人员的执
业能力和素质。“目前高校缺乏
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培养，政府提
供的免费培训过于基础和宽泛，
市场专业培训费用又过高，无法
满足行业实际需求， 建立完备
的、多层次、明确的培养发展体
系刻不容缓。 ”高碧滢说。

报告还建议，针对深圳市慈
善行业人才队伍的规模、专业化
程度、实践能力等方面存在的不
足，尽快建立慈善专业人才尤其
是高层次人才的认定标准，使获
得认定的人才能得到相应的政
策支持。

此外， 提供多方位政府补
贴，包括政府可以采取提供培训
补贴或购买专业慈善机构培训
服务的做法，把补贴和购买培训
变成社会组织发展的奖励，从而
把人才留在行业内；推动行业人
才参与人才房政策，争取慈善行
业人才补贴政策。

“工资水平不高与行业处
在发展初期有关”

“这个报告只是开始，希望能
继续做下去。 但今后的视野可以
着眼于全行业， 即作为深圳慈善
行业人才发展报告。 ”深圳社会组
织研究院院长饶锦兴认为， 应加
强对行业的认知和判断， 不能抛
开其他，单纯谈人才或薪酬。

“现在的工资水平不高，与
行业还处在一个发展初期有关，
行业的价值使命还没真正体现
出来。 ”饶锦兴直言，深圳的社会
捐赠额包括慈善组织的数量在
不断地增长，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与日俱增，但目前并非所有从业
人员都是人才。 为了降低人力成
本，一些行业协会甚至以“招聘
临时工作人员、兼职工作人员为
主，专职人员为辅”。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杨钦焕认为，慈
善公益从业人员应该找一个社会
群体作为比较的参照物， 如对标
教师、医务工作者等，以此考虑薪

酬标准。“在国外，很多顶级的基
金会都是高水平的金融人才在运
营， 虽然我们现在这方面还有欠
缺， 但如果有这样一个定位去推
动， 慈善人才发展就有了一个比
较扎实的根基。 ”杨钦焕说。

“希望未来十年，深圳能建
立较为完善的慈善行业人才认
定、使用、培养、引进、评价的运
行机制。 平均每个慈善组织的专

职人员在 5 人以上；新培养具有
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慈善专业人
才 100 人以上；经认定的慈善专
业人才在 1000 人以上； 慈善专
业人才的薪酬待遇不低于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的薪酬待遇；各类
专业人才占慈善组织专职工作
人员总数的比例在 30%以上。 ”
饶锦兴说。

（据《南方日报》）

超八成深圳慈善从业者年薪低于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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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慈善行业发
展走在全国前列， 但超过
八成的从业人员年薪在
10 万元以下， 且约六成是
6万 ~8万元之间， 行业薪
酬竞争力整体较弱，专业人
员缺乏、流失率高已成为瓶
颈问题’。 日前深圳市慈善
事业联合会（下称‘深慈
联’） 举行的深圳市慈善行
业人才发展政策研讨会暨
《深圳市慈善行业从业人
员发展状况—薪酬调研报
告》（下称‘报告’）评审会
透露了这一消息。

� � 慈善行业薪酬竞争力整体较弱，专业人员缺乏、流失率高已成为
瓶颈问题

云南：62个社会组织遭撤销登记

云南：全国性社会组织参与宁蒗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