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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本土化与模式探索

关冬生

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本土化与模式探索

 广州的起步和发展，在许多方面是学习、借鉴了香港、
新加坡、台湾，以及西方国家的

 （《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学习借鉴香港
先进经验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先行先试的意见》 穗字
【2009】13号）。

 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广州的做法，
还是有自己鲜明的特征的。

 如何在汲取优秀经验的过程中，走出自己的路子，乃至
形成一个有效的、比较稳定的模式，是我们每一个从业
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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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在过去几年经历
基础上的一些初步思考，与大家一起讨论。

一、关于广州家综的本土化与本地化

 几年来，中国内地（指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
其他区域）在逐步进行社会工作实务服务的试点工作，
尤其是广东、上海等地，发展迅速，走在前列。这个过
程，经常被定义叫做“本土化”，概因目前实施的社会
工作服务，从理念、理论，到方法论、方法，甚至政策，
都在向西方，以及港、澳、台借鉴。

 然而，在实践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内地各省市的做法既
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也有着鲜明的地方特征和特色。

 为了更加准确地讨论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使用
“本地化”一词会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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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广州家综的本土化与本地化

 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 “ 本地化 ” 特性
首先体现在以下两个本质属性：

1. 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是广州市基层行政
架构内的社会服务部门。

它是广州市政府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一
级设置的功能部门，作为专门的社会服务载体，
与行政服务中心、综合治理维稳中心、综合执法
队等3个行政性部门共同构成了基层社会管理服
务架构。（三中心一队伍）

一、关于广州家综的本土化与本地化

1. 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是广州市基层行政架构内
的社会服务部门

三中心

街道办事处 / 镇政府

行政服务中心 综合治理维稳中心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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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广州家综的本土化与本地化

 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 “ 本地化 ” 特性
首先体现在以下两个本质属性：

2. 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承担开展适度普惠
性社会服务的任务

它是广州市政府基于居民广泛需求，实施的
适度普惠性社会服务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措施，
是在以物质救助、帮扶为核心的行政社会工作基
础上的服务扩展。这反映了中国政府社会福利思
想的一个变化。

—— 普惠性发展的思考

二、关于广州家综的运作机制（4个方面体现）

 “机构项目化”与“项目市场化”构成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核心运行机制。

1. 以管理主义思想为指导（西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引入）。以香港、新
加坡的基本设置为蓝本。

按照管理主义要求，强调绩效、效益、效率、成本。

 国家民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民发[2012]196
 坚持鼓励创新、强化实效，立足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充分借鉴国内外有

益经验，创新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体制机制，改进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
务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切实
加强绩效管理，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增强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民政部门要按照合同管理要求，与服务提供机
构订立购买服务合同，明确购买服务的范围、数量、质量要求以及服务期限、
资金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财政和民政部门要及时下拨购买经
费，指导、督促服务承接机构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按时完成服务项目任务，
保证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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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广州家综的运作机制（4个方面体现）

 “机构项目化”与“项目市场化”构成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核
心运行机制。

2. 推行项目化管理

把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当作一个有时间期限的项
目。从最初的一年一次招标方式，逐渐改为三年一
次招标的方式，项目期限基本定为3年。三年中，
每年进行两次评估，在年度评估不及格时，中标服
务的社会组织将退出，并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政府
再次招标。

二、关于广州家综的运作机制（4个方面体现）

 “机构项目化”与“项目市场化”构成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核
心运行机制。

3. 实行“市场化管理”与“公益性服务”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政府在转移职能，以及加强社会服务的大背景下，

通过市场化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与社会组织建立了
基于合同的委托与受托的法律关系；

而政府基于适度普惠性社会服务的思想，与居民建
立了资源提供者与资源使用者的公益性关系；

也因此要求受托的社会组织与居民建立服务提供者
与服务使用者的公益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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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广州家综的运作机制（4个方面体现）

 “机构项目化”与“项目市场化”构成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核心运行机制。

3. 实行“市场化管理”与“公益性服务”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国家民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民发[2012]196号
 坚持政府主导、突出公益，加强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组织领导、政策

支持、财政投入和监督管理，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地位，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
社会服务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公开透明、竞争择优方式选择服务提供
机构；引导服务提供机构按照公益导向原则组织实施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公益关系 市场关系

公益关系

政府

服务对象 社工机构

二、关于广州家综的运作机制（4个方面体现）

 “机构项目化”与“项目市场化”构成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核
心运行机制。

3. 在“市场化管理”与“公益性服务”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上，
还存在着一个行政管理关系，这是科层制的。

管理关系

公益关系 契约关系

公益关系

政府

服务对象 社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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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广州家综的运作机制（4个方面体现）

 “机构项目化”与“项目市场化”构成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核心运行机制。

4. 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制度框架

 为规范市场关系、服务关系，以及相关行为，广州市委市
政府在2009年起，就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关于政府购买服务

关于财政资金

关于社会工作机构、

关于社会工作人员、

关于社区 /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

二、关于广州家综的运作机制（4个方面体现）

 “机构项目化”与“项目市场化”构成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核心运行机制。

4. 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制度框架
 《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发展的意见》穗字【2010】12号
 关于印发《广州市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及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薪酬待遇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穗民

【2010】229号
 关于印发《广州市财政支持社会工作发展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穗财保【2010】169号
 关于印发《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考核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穗民【2010】221号
 关于印发《广州市扶持发展社会工作类社会组织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穗民【2010】222号
 关于印发印发《广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穗民【2010】202号
 关于印发《广州市民政局事业单位社会工作岗位设置指导意见》的通知 穗民【2010】95号
 关于印发《推进我市社会管理服务改革开展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穗民【2010】

213号
 关于印发《广州市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试点期间三个工作规范》的通知 穗民【2010】320号
 《关于加快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办法》 穗办【2011】 22号
 《广州市关于全面推进街道、社区服务改革创新的意见》穗字【2011】 14号
 《广州市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特大镇、村社会服务管理意见》穗字【2011】 16号
 《广州市关于街道、社区服务管理改革实施办法》穗办【2011】 21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穗民函【2012】2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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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广州家综的运作机制（4个方面体现）

 结论：
 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实施理念是 “ 新公共管理 ”

—— 引进
 政府把本属于行政体系内、恒常服务、适度普惠性服务的

一个服务机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作为有时间期限的
“ 项目 ” 来运作，以市场竞争的形式委托第三方服务。
实质上还是行政体制内的运营。仍然是组织化 、科层制。
—— 本土
1. 承接主体的自我身份和授予身份；（领导？管理？合作？伙伴？）

2. 购买主体分散的问题；
3. 服务的 “ 间断点 ” 与 “ 持续线 ” 问题。

 行政性社会工作 + 专业社会工作 —— 本土
— 角色定位、范围界限、独立与交集

三、运营模式 —— 摸索中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街道办事处（镇政府）通
过上述运行机制，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个平
台上，正在深入探索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
会工作结合、融合的新型服务形式，在探索社
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开展社会服务的新模式。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社会工作机构）

专业社会工作

街道 / 镇
其他服务职能机构

行政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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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模式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街道办事处（镇政府）通过上述运
行机制，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个平台上，正在深入探
索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结合、融合的新型服
务形式，在探索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开展社会服务的新
模式。

1. 受托社工机构的职能定位：

基于合同关系，管理和运营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包括：

场室与设施的管理和使用；

居民服务需求的研究与提供；

社区问题的协助解决；

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协助和推动。

三、运营模式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街道办事处（镇政府）通过上述运行机制，在家庭综
合服务中心这个平台上，正在深入探索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结
合、融合的新型服务形式，在探索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开展社会服务的新
模式。

2. 专业性社会工作与行政社会工作的必然联系

与其他社会服务，如民间慈善公益，有所不同，按照合同来运行家庭
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机构，不管性质如何，均具有一个共同的鲜明特
征，就是与街道办事处、镇政府的行政社会服务的难以分割。而在过去几
年实践中，基本形成了3种方式：

 一种是紧密型的，专业性社会工作是叠加在行政社会工作基础上的。有很
强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甚至掩盖了合同管理关系。

 一种是平行型的，两者各自开展服务，只在某些事项、时间点上会有一定
的协作。这种形式，主要就是受合同管理约束。

 一种是交叉型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社会工作有合有分。有基于合同的
一般性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以及较强的相互沟通和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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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模式

在当前体制下，符合顶层设计，并有实效：

第二种类型 —— 交叉型

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社会工作有合有分

基于合同的一般性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较强的相互沟通和协作机制

管理与服务的自主性？

项目初期：
探讨协作方向，建立伙伴关系。

职能部门 对应领域 合作事项

社会

事务办

长者

家庭

青少年

街道行政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协作建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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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后期：
明确双方角色定位，形成恒常合作机制。

个案跟踪
筹办活动

家综

公安

个案转介
上报资料

与上级沟通工作
宣传教育（课程）

对违法行为人员进行处理

司法

“四种人”接送
特殊个案转介

治保

落户慰问

就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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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长者日常随访
居家托养服务
节日文体活动

家综

居家服务

帮扶对象救济
帮扶对象转介

民政

特殊家庭个案服务

家综

个案服务
特殊个案转介妇联

策划活动

组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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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模式

 初步看法：

 还没有一个较好的运营模式

 作为一个模式，也还包括政府方面的一系列
规范、制度；也包括社会工作机构的一系列
规范。而这些，还在完善中。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