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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大心协发〔2018〕5 号

关于征集承接市民政局 2018 年购买

社会组织开展为民服务申报项目的通知

协会各分支机构及相关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协会会员、汇成学员：

大连市民政局为做好购买社会组织开展为民服务项目管理

工作，于近日下发了《关于印发<2018 年购买社会组织开展为民

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民发〔2018〕46 号）（以下简

称《项目实施方案》）。这是继 2016 年以来，市财政又一次通

过民政部门预算安排福彩公益金向全市社会组织实施购买为民

服务项目。《项目实施方案》细划了购买范围、数量（共 4大类、

30 个服务项目）和标准。购买方式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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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主体。2016 年和 2017 年，我协会和汇成学校分别成功承接了

市民政局购买社会服务项目，取得了可喜佳绩，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喜庆协会成立 15 周年之际，我们又一次迎来市民政局 2018 年

购买社会组织开展为民服务项目。经研究，确定以协会和学校两

个主体同时参与项目投标工作。为确保投标成功，现通过向各分

支机构和相关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及协会会员、汇成学员广泛征集

既符合购买范围又突出我们特色优势的服务项目，并招募项目负

责人和参与者。现将征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承接市民政局购买社会组织开展为民服务工作的意义

市民政局 2018 年购买社会组织开展为民服务项目是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提高为民服务水平的落地举措；是协会和学校作为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者，藉此推进国家 22 部委文件精神落实的一次绝好机

遇，也是以此扶持会员、学员创业发展，提高协会和学校社会公

信力，带动心理咨询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成功对接 2018

年市民政局购买为民服务项目，并取得预期成果，对于协会和学

校的持久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为此，我们要下最大决心，举全协

会和学校之力，确保项目投标获得成功。

二、征集为民服务工作项目的范围

经对市民政局购买的 30 个标段的筛选，现列出我们与承接

购买服务项目相关且能实施的 7 个项目如下：

（一）社会福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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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守护生命临终关怀服务项目（第 5 标段）

受益人数：1000 人

受益人群：重症人群及其家庭成员

项目金额：20 万元

执行区域：全市范围内

项目概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扶持社会组织开展生命

关怀教育，向罹患重症的居民及其家庭成员普及科学的、合理的

生命观。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向受益人群及其家庭提供专业心理

疏导及临终关怀服务，帮助他们建立生命关怀小组，传递社会的

关爱和支持，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挑战。

2.老年人抑郁筛查及心理干预服务项目（第 6 标段）

受益人数：3000 人

受益人群：老年人

项目金额：20 万元

执行区域：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

区

项目概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发动社会力量对老年人

抑郁症状进行科普和筛查，改善家庭及社会支持系统，实现老年

人抑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早康复的目标。定期在社区、

老年学校、机构等开展抑郁症科普讲座，对参加讲座的老年人进

行筛查，对伴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开展个案咨询、团体辅导及综

合性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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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救助类

3.自闭症儿童家庭早期疗育项目（第 14 标段）

受益人数：300 人

受益人群：自闭症儿童

项目金额：18 万元

执行区域：全市范围内

项目概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为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

提供以作息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的专业整合性早期疗育。利用

多元化专业整合服务及个案管理方式，提供资源、培训及引领指

导，使家长能够较独立地对儿童实施早期疗育，构建积极的、人

性化的社区关切服务系统，促进社会福利社区化，从而有效减少

社会成本。

4. 心智障碍者社区融合项目（第 16 标段）

受益人数：150 人

受益人群：心智障碍者

项目金额：15 万元

执行区域：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或

金普新区

项目概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增强社区居民对心智障碍者的了解和接纳，帮助他们学习使

用社区相关公共服务设施，更好地融入到社区生活。运用社

会工作方法，为服务对象提供持续专业的康复、职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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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等服务，改善生活质量，增强自立能力。

5.关爱贫困家庭精准帮扶服务项目（第 21 标段）

受益人数：500 户

受益人群：贫困家庭

项目金额：18 万元

执行区域：全市范围内

项目概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充分了解

贫困家庭遇到的实际生活困难、满足个性化服务需求。根据贫困

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身心状况、劳动能力、就学情况等特点，

进行分类精准帮扶，因人施策进行社会化服务，提供相应的培训

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降低因心理因素带来的社会

影响。

（四）社会事务类

6.困境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第 27 标段）

受益人数：1500 人

受益人群：未满 18 周岁困境青少年

项目金额：20 万元

执行区域：全市范围内

项目概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建立社工和志愿者

服务工作站，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开展生活援助、学业辅导、

亲情陪伴、社会体验、自护教育等服务，并招募和培训大学

生志愿者与困境青少年群体结对，形成“一对一”、“多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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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扶关系，促进更多青少年自立成才。

7.外来务工子女公益助学项目（二）（第 30 标段）

受益人数：2000 人

受益人群：外来务工子女

项目金额：16 万元

执行区域：中山区、西岗区

项目概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发挥社工和志愿者的优

势，通过开展爱心助学、参观见学、课业辅导、体验生活、陪伴

阅读、节日联欢等活动，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解决其子女身心

健康成长和社会融入问题，引导外来务工子女与父母分享学习和

生活趣事，增进亲子关系，增强生活信心。

三、执行时间

1.承接主体应当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项目资金

和社会服务活动执行的 50%，于 9 月 10 日前向市民政局民间

组织管理局和第三方评审评估机构报送中期报告，并接受中

期评估和审计。

2.承接主体应当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项目全部

资金和社会服务活动的执行，于 11 月 25 日前向市民政局民

间组织管理局和第三方评审评估机构报送末期报告，并接受

末期评估和审计。

四、申报项目数量、资助资金拨付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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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项目数量：每个分支机构和相关社会心理服务机构限

定申报 1-2 个符合上述征集范围的项目。

2.资助资金拨付：分两次进行拨付。第一次在项目公开招标

并签订合同后，按照项目标准拨付项目总金额的 70%资金；第二

次于项目中期报告获得通过后，拨付剩余的 30%资金。

3.资助资金的使用：对获得的资助资金，协会和学校将按要

求专用于中标项目。

五、项目材料报送

有意向的各分支机构和相关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及会员、学员

务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 10:00 前，将填写好的申报材料（详见

附件）发送至协会邮箱：dlxzxh@163.com；学校邮箱：huicheng

2011@126.com。逾期报送材料或申报材料不符和规定的将取消参

与资格。

六、要求

1.协会和学校鼓励会员、学员积极参与此次购买服务项目的

申报和实施工作。

2.协会和学校吁请大家对以上筛选的项目提出选择的建议。

3.各分支机构和相关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及会员、学员要高度

重视选项工作，提高对“做正确的事情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

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认识，把握“项目需求”和“项目成

效”这两个要点，正确做出项目选择，并快速申报。

mailto:dlxzxh@163.com。逾期报送材料或者申报材料填写内容不符的将取消该专委会参与资格。
mailto:dlxzxh@163.com。逾期报送材料或者申报材料填写内容不符的将取消该专委会参与资格。
mailto:dlxzxh@163.com。逾期报送材料或者申报材料填写内容不符的将取消该专委会参与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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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上报项目由协会和学校各最终筛选一个最佳方案上报

市民政局并参加项目投标。一经中标，主笔者将成为项目实施的

主要负责人之一

5.上报项目要确定负责人和参与者，形成项目团队。

6.对于在此项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机构和个人，协会和学校将

一如既往地在项目结束后择机予以表奖，同时在举办的“大连市

2014-2018 年心理咨询先进机构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中予

以特别考虑。

联系人：王永强 18940902714

附件：项目申报表

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大连汇成心理咨询职业培训学校

2018 年 5 月 13 日

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办公室 2018 年 5月 13 日印发



9

附件

承接市民政局 2018 年购买为民服务项目申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机构名称 是否法人

负责人姓名 职 务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项目类型 经费预算

申报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及管

理方案

1.总体概述

（200 字）

2.工作计划

（1000 字）

3.进度保

障措施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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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训计

划（500 字）

5.实施细

则（1000

字）

6.质量保

证承诺

（200 字）

相关说明

1.项目示

范性、可推

广性（300

字）

2.项目负

责人简介

3.拟投入

本项目的

工作人员

4.拟独立

完成还是

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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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机构承诺

我机构保证本项目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对已制定的项

目实施及管理方案确保如期完成，将按法律法规有关规

定，接受项目的监管、审计和评估，并承担相应责任。

机构负责人签字：

社会相关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意见

本项目经协会评审通过，现予以立项，以协会（学校）

名义上报市民政局，并参与项目投标。

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大连汇成心理咨询培训学校）

年 月 日

注：表格内填写不下的内容可另用附页或自行调整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