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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即将启动社会组织抽查工作

9月 22日，为改进行政监督管理方式，促进全市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和《民

政部关于印发〈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的通知》（民发〔2017〕45号），结合昆山工

作实际，我局制定了《昆山市社会组织抽查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对抽查对象、抽查方式、抽查内容、组织实施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

的规定。登记管理机关民政局将本着依法监管、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协同推进的原则，

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

三类组织开展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 3%。抽查内容包括社会组织的登记备案情况、内

部治理、业务活动、财务状况、信息披露等方面。抽查工作正式启动之前，民政局将制

定具体工作方案，根据工作需要联合业务主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或者相关职能部门依

法开展抽查工作。抽查结果将成为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等工作的重要依据，也可提供给相

关政府部门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税收优惠、资格认定、评优评先等工作的参考因素。

第二批社会组织 2016年度检查结果正式公布

9月 8日，昆山市民政局对已参检的第二批 346家社会组织年检结论予以公告，其

中社会团体 168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177 家，基金会 1家。由于今年年检首次启用“江

苏省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采用系统申报与现场年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故年检时

间相较往年有所延长。

5月 8日，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开展全市社会组织 2016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昆

民〔2017〕77号），正式启动 2016年度检查工作，并于 7月 27日公布了第一批参检社

会组织年度检查结果。截至目前，全市总计 476家组织参检，其中社会团体 226家，民

办非企业单位 245家，基金会 5家。

年检工作是登记管理机关发现问题和日常管理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抓手。社会组织参

检情况及年检结论将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财税优惠、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政策挂钩，

并影响社会组织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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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第二期社会工作实务培训班

9月中下旬，为提升昆山

市公益服务机构一线实务社

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由昆山

市民政局主办、昆山市社会工

作协会承办的昆山市社会工

作实务培训班（第二期）在昆

山市公益创新中心二楼顺利

开班授课，本期培训班共46

名学员。

本次培训班设置了个案

工作案例分析和情境模拟训

练、小组工作案例分析和情境

模拟训练、社区参与式治理、

社区治理创新案例四个重点

板块的课程内容，邀请了江苏

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魏

晨老师、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

院社会学系主任李同老师、无锡市乐助公益发展中心董明伟主任和济南大学法学院史秋

霞老师，学员则通过微信渠道报名，最终有46名昆山市公益服务机构一线实务社会工作

者参与培训。

培训班于9月14日正式开班，总授课时长为7天，每天8学时，共计56学时，截止目

前课程已完成6天，共计48学时，预计所有课程将在10月中旬结束。

 9月 10日，昆山市咏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开展的千灯镇社区服务社会化之

“爱心涌动，真情无限”大型亲子集市活动圆满结束，活动吸引了 48组家庭 110余人

前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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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公益创投开展项目方财务管理培训

9月 5日下午，第

六届公益创投项目方

财务管理培训在昆山

市公益创新中心顺利

开展。本次培训由承办

方苏州市乐仁乐助公

益发展与评估中心组

织开展，37 个项目方

负责人及财务人员参

加。

曾多次在市级公

益项目评审中担任财

务评审专家的李连香老师受邀担任本次主讲。老师从项目执行前财务准备、审核制度健

全、原始凭证要求及报销流程、财务达成目标四个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述项目财务规范化

管理的要求，同时也为大家分享了一些财务入账的技巧和注意事项，帮助项目方入账规

范的同时提升入账效率。李老师表示要想做好项目的财务，机构的财务制度和框架就要

明确健全。她特别强调了机构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项目执行人员及出纳行政各岗位的

职责，在最后的互动环节，李老师现场解答了项目方提出的财务问题。

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第六届公益创投资助金的使用规范，帮助项目方做好项目财务

管理工作，结束后，承办方组织第六届公益创投第二轮获选项目方开展了合同盖章与签

约工作。（昆山市乐仁公益发展中心供稿）

 9 月 25日，我局对已申评的 13家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果进行了公示，其中 4A

级社会组织 3家、3A级社会组织 5家、2A 级社会组织 3家、1A 级社会组织 2家，公

示期为 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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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眼光投注在每个人身上
——记小组工作案例分析和情境模拟训练课

9 月 21 日、22

日，我局主办的昆山

市社会工作实务培

训班第二课：小组工

作案例分析和情境

模拟训练如期在昆

山市公益创新中心

二楼开课。江苏师范

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李同老师前来授课，

43名学员到场听课。

社会工作小组

工作技巧和运用是

本堂课的主题，43位彼此陌生、小组目标尚不明确的学员被分成四个小组，要求组内推

选出的组长迅速认识自己的组员并引导组员间相互认识，形成小组氛围。在初步了解的

基础上，李老师为大家讲授了小组工作的基本概念、特征和功能等知识点。在短暂学习

理论知识后，学员们通过团队型游戏热场，成员间逐步熟悉、彼此关心、敢于分享。李

老师结合大家游戏的过程讲授了小组工作基本原理，相比单纯讲述理论知识，游戏让学

员们亲身经历了一遍小组工作的中间流程，更能帮助学员理解吸收老师讲述的知识点。

最后，李老师通过人生要素拍卖会的形式，引导大家总结分析心路历程，他也结合自身

经历与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此次授课采用先实践后理论再实践的方式进行，有张有弛，充分体现了小组工作初

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的特征。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方法之一，本堂课目标在于透

过有目的的小组活动，提高个人社会功能，并协助每个人能更有效地处理个人、小组与

社区问题，帮助一线社区工作者更自如的运用小组的形式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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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社会组织 99公益日取得佳绩

9月 9日，腾讯 99

公益日全面收官，据不

完全统计，昆山市社会

组织一共有 41 个项目

参与 99公益日众筹。

本次活动中，从总

筹款目标和筹款目标达

成度两个维度进行分

析，41个项目中总筹款

目标为 5万元以下的平

均达成度在 10%以下、

5~10 万元的平均达成

度为 10%~50%、10 万

元的平均达成超过 50%（最终数据请以腾讯公益公示为准）。7月份，昆山市公益创新

中心曾对全市 30余家社会组织进行了针对腾讯 99公益日的宣传及线下培训，由此，在

活动进行期间，各项目负责人能够充分理解本次公益日操作规则，积极宣传，筹措善款，

为日后开展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通过本次实践，昆山市社会组织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平台上自主筹集善款，增强组织

续航能力，打开思路，在新的时代利用互联网核心能力推动公益行业的长远发展。（昆

山市乐仁公益发展中心供稿）

 9月6日，昆山市海外投资企业协会在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海路5号召开了本

协会批准筹备后的第一次选举大会，27家单位会员参会。行业主管单位商务局、登记管

理机关民政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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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社区综合治理服务”项目开展第二届翔羽杯羽毛球赛

9 月 10 日，昆山开发

区社区综合治理服务项目

在南浜路捷奥羽毛球馆举

行了第二届翔羽羽毛球杯

活动，共计 89位选手参赛。

此次活动分青少年单

打、男单、女单、男双、混

双五个项目，年龄最大的有

六十多，最小的八岁，参加

此次活动选手大部分为开

发区范围内羽毛球爱好者。

比赛中选手们个个精神饱

满、活力四射，尽情施展技

艺，少年组人小艺大，赛事

精彩纷呈，观众们的喝彩

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参赛

选手们遵循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的原则，赛出了风格，

赛出了水平。有些选手因此

而结识了朋友，相互指教，

共同成长。

翔羽杯羽毛球比赛已经连续开展了两届，主办方老来伴居家养老服务社希望将翔羽

杯坚持举办下去，这类活动能够丰富居民的生活，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营造全民运动

的氛围。（昆山市老来伴居家养老服务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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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治 E家”孔巷社区共治项目组织观赏锡剧演出

9月 14日下午，益治 E

家——孔巷社区共治支持网

络建设项目的工作人员在孔

巷社区组织了一次锡剧演

出，本次活动共有61人参加。

锡剧是无锡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太湖畔的一

颗璀璨明珠，《珍珠塔》是

锡剧中的精品。今天，我们

很荣幸地请来了合丰村戏曲

表演团队为我们孔巷社区的

居民带来戏剧专场演出。《珍

珠塔》其故事内容来自民间

传说，该剧对传统官僚阶级

思想进行了嘲讽和抨击，反

映了社会中趋炎附势的现

象，具有一定社会意义，深

受广大居民的喜爱。另外，

还有《玉蜻蜓》精彩片段节

选，为我们社区的居民带来了一场锡剧的文化盛宴。

通过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也为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做了一次宣导，文化需要传承，文化需要观众。给喜爱锡剧的人带去一场演出，是我们

赠予他们最好的服务。咏心六创项目组借此活动，将孔巷社区治理项目在社区居民中进

行了宣传和推广，呼吁社区居民积极走出家门，参与到社区生活中来，激发社区的内生

活力。（昆山市咏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供稿）



- 9 -

“新江南社区综合治理服务”项目举办公益伙伴日活动

9 月 16 日下午，高

新区娄江街道新江南社

区综合治理服务项目组

联合乐成置业城投公司、

新江南居委会，在新江南

社区五彩益家前广场举

办了一场公益伙伴日活

动，活动吸引了社区各年

龄层居民共计 200 多人

参加。

活动在社区文体队

热闹的歌舞中开场，第一

个环节是社区红袖标志

愿者表彰，表彰小区内

21 位红袖标志愿巡逻队

成员。第二个环节是授予

前期招募的社区居民志

愿者“文明卫士”称号，

并授予社区小朋友们“文

明小天使”称号，获得证书和绶带的文明卫士和文明小天使们一起合影，接着由文明卫

士和文明小天使组队，携带写有“我承诺文明出行”、“我承诺文明养犬”和“我承诺

不在楼道乱堆乱放”等字样的文明标语和签名板，在小区内通过随机偶遇和上门拜访的

形式，向大家进行文明宣传，并征集居民意见，收集居民签名。第三个环节是由工作人

员将现场照片进行打印和张贴，倡导社区居民多多加入到社区内的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

中来，为社区的美好明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次社区公益伙伴日活动动员到社区中青年居民、社区青少年儿童和社区自治团队

一同参与，在居民心中留下了公益的种子，为后续开展公益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昆

山市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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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社区综合治理服务”项目展示活动火热开展

9 月 23 日，“花

桥经济开发区曹安街

道新安社区综合治理

服务”项目组联合新安

社区居委会，在胜巷新

村日间照料中心为社

区居民举办了一场“迎

国庆,聚新安”的大型

项目展示活动，共有

208位社区居民到场参

与本次活动。

本次“迎国庆，聚

新安”项目展示活动由

新安社区的十个自组

织团队合力呈现。共分

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

是活力新安，由新安社

区舞蹈队、门球队、柔

力球队、瑜伽小组和戏

曲小组为居民们展现的精彩文艺演出；第二环节是游戏互动，由阅读小组的小朋友和居

民们进行了一场让人捧腹的互动小游戏；第三环节是服务体验，由便民小队、手工制作

小组、书法兴趣小组在展现娴熟技艺的同时也为居民们带来了暖心的服务体验。新安志

愿服务小队的志愿者们维持着各个服务体验区的秩序和安全。

通过本次项目展示，让居民们更全面的感受到了新安社区自组织在这一年里的蓬勃

发展和新安社区综合治理服务项目开展的这一年来社区的变化。虽然本次活动圆满成

功，但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句号，因为在项目结束后，我们的自组织团队会继续发光发

热、志愿共建，共建美好新安！（昆山市花桥镇新安社区民生综合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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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3日，由昆山壹方慈善公益发展中心承接的淀湖社区综合治理服务项目在淀

山湖市民活动中心开展“情暖中秋走进社区共享和谐”活动，百名居民热情参与。

 9 月上旬，昆山市第六届公益创投各项目纷纷启动，本月 16 个项目组开展活动

23场，其中项目启动仪式 5场，志愿者培训 2场，团队建设 3次，其余大小活动 12场。

本届六创项目覆盖全市各个社区，惠及青少年、妇女儿童、老人、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

年龄阶段、不同属性特征的人群。

 9月 27日，2017下半年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建设资助申请工作正式启动，区镇、

片区级公益坊可申请 50~100万元一次性资助以及最高每年 20万元运营补助，社区五彩

益家可申请最高每年 10万元运营补助，本次申请截止日期为 10月 20日。

给社工新生的一封信

故事要从六年前说起，刚参加完高考的我，被远离家乡 1000多公里的一所“帝都”

普通高校录取（后文以 A代替）。志愿中的“社会工作”也如大多数人一样，仅摆在一

个不起眼的四号位。万万没想到的是，阴差阳错，前三都完美错过。于是，你好“社会

工作”，我来了。

大一大二，我也经历了不断的自我否定与迷茫期：“社会工作到底是什么？”“它

有什么用？”“毕业了我能干什么？”当我还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咦，我

居然已经大三了。

2013大三上学期，机缘巧合，参加了新公民计划的一个流动儿童小学驻校社工的项

目，资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来自南都公益基金会，依稀记得每天是 30块钱，我和

两个小伙伴会单程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从西三环到东六环外），六号线到“常营”站下

车再倒公交。虽然没有多少实习补贴，也十分累，但是我们三个月里硬是用自己都十分

生疏的那些理论完成了一个虽然简单，但是完整生命周期的小组活动，我永远记得小案

主们在最后一节小组活动后哭着不肯散去的眼神，真挚而感人——“离别情绪”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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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名词让我切身体会。也收获了与机构的小伙伴们，专业督导之间的友谊，与他们

至今保持联系。

2014大三下学期，我希望有更多领域的实习尝试，因此选择了当时较为新兴的司法

社工机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直接面对的案主是涉及社会越轨的青少年，

当时我第一想法是好刺激。后来才发现，来到北京几个看守所中，面对的青少年，虽然

都各有各的案底或违法行为，这些群体往往因为朋辈群体、家庭氛围、教育经历、经济

困窘等各方面因素导致其越轨行为。在个案服务中，逐渐发现自我坦露、观察、非评判

等技巧的多重运用确实会比传统讯问效果更好。当然，再多的套路与技巧，也比不上真

诚地打开其心上的那扇一直封闭的门，他们面对的是两扇门，一扇可能是看守所的门，

还有一扇更沉重的，就是心上的门。后面的门开了，前面的门也早晚会开。

2015大四毕业考研后，短暂实习于某中字头行业协会。读研期间，导师更多地与

我探讨政策与治理范畴的东西，我开始意识到，好像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实务。实务固

然重要不错，但是我国目前社会工作的大好形势下，合理可操作化的政策、相应配套的

治理方式也亟待跟上。再加上毕业时候，各种机缘巧合，来到了现在单位。虽暂时离开

一线实务，但没有走远，希望换一种方式去助人自助吧。

上面的个人经历希望能给新入学的你带来一些感性认识，剩下的很简单：多做，多

想，多学。针对“社会工作”这一专业，各种说法都有，建议你完整地完成一个主题的

小组活动，历练三个月，再来谈谈你对社会工作的看法。

反正我是经过了几年的社工实务锻炼，深感与人交流更顺畅了，能看见他脸上或者

心上的笑容，那就足够了吧。到那时，我还想送你们一句话，也是我第一个督导对我说

的：“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希望点燃希望。”最后，真诚地向各位看到这里的同学表达

谢意，更感谢一路陪我走来的案主、督导、老师、同工、同学们，你们远比我想象得更

棒，你们的帮助可能言语无以形容，谢谢。(民政局：张嵋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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