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

文 件
深社联社工发[2017]第 007 号 签发人： 严书翔

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

员 工 激 励 办 法

为鼓励员工关心机构长远发展，积极参与机构的荣誉建设、经营

管理、组织建设、业务拓展、学术研究、研发和服务创新、品牌打造，

激发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机构活力和生命力，促进员

工与机构共同发展，机构始终致力于激励制度的探索。

机构于 2011 年始制订下发了《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员工激励试行办

法》，随后于 2014、2015、2016 年分别进行了三次修订，现结合行业

形势和机构发展的实际情况再次修订和完善。具体内容和办法如下：

第一条 机构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凡对机构有

贡献的员工，根据贡献大小实行不同程度的奖励。

第二条 奖励的形式有通报表扬、荣誉证书授予或奖金发放。

第三条 奖励的类别分：“荣誉获奖类”、“机构管理和组织建设

类”、“项目研发与推广类”、“业务拓展与资源整合类”、“专业

发展、学术研究与文化宣传类”、“市场推广与对外服务类”、“忠

诚奉献类”7 大类，奖励标准为：



一、荣誉获奖类

序号 类型 类别、等级及奖励形式和标准 责任部门

1
个人获得区级以下单位颁发

的专业服务奖项的
奖励 100 元 服务管理部

2
员工个人获得区级优秀奖项

的

区级十佳优秀社工奖励 600 元

服务管理部

区级十佳项目负责人奖励 600 元

区级督导之星奖励 800 元

区级优秀案例奖励 400 元/篇

区级先进工作者（如调解员）奖励 300 元

区级优秀义工奖励 300 元

区级优秀共产党员奖励 300 元
党支部

区级优秀共青团员奖励 300 元

3
员工个人获得市级优秀奖项

的

市级社工之星金星奖奖励 1000 元

服务管理部

市级社工之星银星奖奖励 800 元

市级督导之星奖奖励 1200 元

市级优秀案例金奖奖励 1000 元/篇

市级优秀案例银奖奖励 800 元/篇

市级优秀案例创新奖奖励 600 元/篇

市级继续教育先进个人奖励 100 元

市级三八红旗手个人奖励 800 元

市级先进工作者（如调解员）奖励 500 元

市级优秀义工奖励 500 元

市级优秀共产党员奖励 500 元

党支部市级优秀共青团员奖励 500 元

市级五一劳动模范奖励 800 元

4
员工个人获得省级优秀奖项

的

省级优秀社工奖励 2000 元

服务管理部

省级社工之星奖励 1500 元

省级优秀社工导师奖励 2000 元

省级优秀督导奖奖励 1500 元

省级优秀案例奖励 1000 元/篇

省级优秀义工奖励 300 元

省级优秀共产党员奖励 1000 元 党支部



省级五一劳动模范奖励 1500 元

省级优秀共青团员奖励 500 元

5
员工个人获得国家级（全国

性）优秀奖项的

中国年度社工人物奖励 5000 元

服务管理部

中国年度优秀社工人物奖励 3000 元

中国年度最美社工（百名社工）奖励 1500 元

国家级优秀社工导师奖励 3000 元

国家级优秀督导奖励 2000 元

国家级优秀案例奖励 1500 元/篇

国家级优秀共产党员奖励 1500 元

党支部全国五一劳动模范奖励 2000 元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奖励 1000 元

6
项目设计方案参赛获公益项

目创意大赛/福彩公益金资

助计划评选/其他基金类评

选获奖的

全国性一等奖奖励 2000 元；省级一等奖奖励 1500 元；

市级一等奖奖励 1000 元；区级一等奖奖励 600 元；

研发拓展部

全国性二等奖奖励 1500 元；省级二等奖奖励 1000 元；

市级二等奖奖励 800 元；区级二等奖奖励 400 元；

全国性三等奖奖励 1000 元；省级三等奖奖励 800 元；

市级三等奖奖励 600 元；区级三等奖奖励 300 元；

全国性入围奖奖励 600 元；省级入围奖奖励 500 元；

市级入围奖奖励 400 元；区级入围奖奖励 200 元；

7
社区服务中心在年度评估中

获奖的

获全市第一名的，给予团队 5000 元奖金；

服务管理部

获全市第二名的，给予团队 4000 元奖金；

获全市第三名的，给予团队 3000 元奖金；

获全市第四名的，给予团队 2000 元奖金；

获全市第五名的，给予团队 1500 元奖金；

获全区第一名的，给予团队 2000 元奖金；

获全区第二名的，给予团队 1500 元奖金；

获全区第三名的，给予团队 1000 元奖金；

获全街道第一名的，给予团队 1000 元奖金。

获全街道第二名的，给予团队 800 元奖金。

获全街道第三名的，给予团队 500 元奖金。

8
社工服务品牌或特色服务项

目获奖的

获国家级一等奖奖励 3000 元，二等奖奖励 2500 元；

三等奖奖励 2000 元；优秀奖奖励 1000 元。 服务管理部

获省级一等奖奖励 2500 元，二等奖奖励 2000 元；三



等奖奖励 1500 元；优秀奖的奖励 600 元。

获市级一等奖奖励 2000 元，二等奖奖励 1500 元；三

等奖奖励 1000 元；优秀奖奖励 400 元。

获区级一等奖奖励 1000 元，二等奖奖励 800 元；三等

奖奖励 500 元；优秀奖奖励 200 元。

获街道级一等奖奖励 800 元，二等奖奖励 500 元；三

等奖奖励 300 元；优秀奖奖励 100 元。

9 员工个人或团体参加社工行

业运动会获奖的

市级个人单项第一名奖励 800元，市级第二名奖励 500

元；市级第三名奖励 300 元.

行政管理部

（文宣）

市级团体第一名奖励 2000 元，市级第二名奖励 1500

元；市级第三名奖励 1000 元.

区级个人单项第一名奖励 500元，区级第二名奖励 300

元；区级第三名奖励 200 元.

区级团体第一名奖励1000元，区级第二名奖励600元；

区级第三名奖励 400 元.

二、机构管理和组织建设类

序号 类型 奖励形式或标准 责任部门

10

为机构推荐和成功引进紧缺

一线社工人才且该人才在机

构工作半年以上的

奖励 100 元/每名

行政管理部

（人事）

11

为机构推荐和成功引进紧缺

督导和项目负责人且该督导

和项目负责人在机构工作 1

年以上的

奖励 500 元/每名

12

书面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案发

机构经营班子成员提请上会

讨论，经采纳后对改进和完

善机构经营管理运行机制产

生明显效果的

通报表扬另加每项合理化建议 500-3000 元奖金

行政管理部

（行政）

13

及时发现和阻止危害机构利

益的事件或行为，避免机构

利益和信誉受到损失和影响

的

通报表扬另加 500-2000 元奖金



三、项目研发与推广类

序号 类型 奖励形式或标准 责任部门

14
入选机构项目库（含精品项

目和一般项目）并落地实施

以项目研发和项目推广两个层面进行奖励，可随项目

的复制应用，进行累计奖励。其中，研发奖励的有效

期为 2 年。

（1）协议机构管理费（不含税）在 10%以上，研发奖

励项目总金额的 1%、推广奖励项目总金额的 2%；
（2）协议机构管理费（不含税）在 5%-10%(含)，研发

奖励项目总金额的 0.5%、推广奖励项目总金额的 1.5%；
（3）协议机构管理费（不含税）在 5%以下，研发推

广不予奖励。

研发拓展部

15

入选机构项目库（含精品项

目和一般项目）且暂未落地

实施

（1）入选机构项目库精品项目且暂未实施的，给以 200
元一次性现金奖励，并优先进行各类项目推广、申报、

赛事的选送。

（2）入选机构项目库一般项目且暂未实施的，暂无现

金奖励，具有一定的推广机会。

研发拓展部

四、业务拓展与资源整合类

序号 类型 奖励形式或标准 责任部门

16

员工为机构开发和争取岗位

购买指标和资源，并促成岗

位签订购买服务合同的

根据工作参与及贡献程度按每个岗位给予 300-600 元

奖励。 研发拓展部

17

员工为机构开发和整合政府

与非政府资源，通过自身努

力促成机构项目合作并签订

项目合同的

项目资金成功到位后，根据资金情况和参与程度，给

予 500-2000 元奖励，如项目不涉人员岗位的，可参照

第十四条执行。

研发拓展部

五、专业发展、学术研究与文化宣传类

序号 类型 奖励形式或标准 责任部门

18

撰写专业案例或学术研究论

文在正规公开发行刊物【指

有全国公开发行刊号的】正

式发表的

国家级/境外的，每 1000 字奖励 400 元；

服务管理部
省级的，每 1000 字奖励 300 元；

市级的，每 1000 字奖励 200 元；

区级的，每 1000 字奖励 100 元。

19

撰写专业案例获奖或学术研

究文章在非正规内部刊物

【指没有全国公开发行刊号

的】发表的

国家级/境外的，每 1000 字奖励 200 元；

服务管理部
省级的，每 1000 字奖励 150 元；

市级的，每 1000 字奖 100 元；

区级的，每 1000 字奖励 50 元；



机构内刊的，每 1000 字奖励 30 元。

20

撰写机构新闻或重大活动通

讯稿在正规公开媒体刊登

的，采取计分制，每年奖励

一次，社区中心与岗位分开

计算。若同一新闻在不同级

别媒体同时报道，按就高不

就低原则计算。机构内刊、

自媒体、网络媒体、有支付

刊登费用的除外。（具体计

算方法：国家级媒体计 5分、

省级媒体计 3 分、市级媒体

计 2 分、区级媒体计 1 分。）

社区服务中心：一等奖 1200 元、二等奖 1000 元、三

等奖 800 元

行政管理部

（文宣）

岗位社工团队：一等奖 1000 元、二等奖 800 元、三等

奖 600 元（团队见报少于 2 篇则不参评，不满三个团

队则由机构总部管理团队研究确定是否进行。）

专项项目：由机构评审委员会视媒体报道情况确定

21

主动联系媒体（电视、电台、

纸媒）采访并正面报道机构

情况及品牌的

国家级正规媒体的，奖励 500 元/次；

行政管理部

（文宣）

省级正规媒体的，奖励 400 元/次；

市级正规媒体的，奖励 300 元/次；

区级正规媒体的，奖励 200 元/次。

六、市场推广与对外服务类

序号 类型 奖励形式或标准 责任部门

22

根据市场营销部市场推广及

营销策略，实施业务推广并

签约客户或产生利润的

市场营销部的奖励形式与标准另行制定。

市场营销部

七、忠诚奉献类

序号 类型 奖励形式或标准 责任部门

23

员工在机构连续工作满 5 年

的
给予忠诚奉献三等奖，奖励 1000 元

行政管理部

（人事）

员工在机构连续工作满10年

的
给予忠诚奉献二等奖，奖励 3000 元

员工在机构连续工作满15年

的
给予忠诚奉献一等奖，奖励 5000 元

员工在机构连续工作满20年

的
给予忠诚奉献特等奖，奖励 8000 元

备注：本表所指“员工”含一线和总部所有人员。本表未列明的，参照同类奖项标准执行。



第四条 机构激励管理流程。



第五条 员工申请奖励程序。

一般情况下，机构于每季度发起《关于员工激励材料收集的通知》，

凡符合奖励条件的，由申请人或团队下载《员工激励申请表》表格并

随附证明材料直接提交相关责任部门审批，经逐层审批通过的，于次

月随工资兑现激励奖金。申请及享受奖励的流程如下：



第六条 本办法规定的奖项必须在收到奖励凭证的当年度内申请，

当年度内没有申请的，过期作废，视同自动放弃。

第七条 集体或团队获得的奖励，按照贡献大小自行合理分配。

第八条 奖金由机构在工资福利资金中支付。奖金产生的税金由机

构代扣代缴。

第九条 本办法与机构薪酬福利制度中所设奖项重复的，按就高不

就低的原则选择其一。本办法没有列入的项目，视具体情况给与奖励。

第九条 本办法只适用于机构在职在岗员工。

第十条 本修订办法自2017年9月１日起施行, 原办法即时废止。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机构研发拓展部负责解释。

附件：《员工激励申请表》

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

2017 年 9 月 1 日



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

员工激励申请表

请示人

/团队/部门
日期

奖励类别 责任部门

内容标题 关于 XXXXXX 激励的申请

内容摘要

（正式填写时请删去此段）说明：此处请具体填写何人、何事、

何时、何地、何种奖励（奖项及项目需填写全称）及申请奖励金额。

同时，留意随附申请附件。

申请人签名（手签）：

领导批示

责任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查，上述情况属实，申请材料齐全，提请下发。

行政管理部审核意见：

经核对，请示人/团队为机构在职人员，提请计入下月工资下发。

财务部审核意见：

准予下发。

备注：必要时，请随附获奖奖状、项目协议、发表刊物、媒体报道、合理

方案等作为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