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               一线服务通用表格                      表（通）3-6 

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2015年 2月修订 

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个人名称：社联运营总督导                     编号：2019-001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李辉芳 沟通回访时间 2019.1.31  14:30-15:30 

沟通回访单位 福田区莲花街道社会事务科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沟通回访单位 

接待人 
张桦、莫科 联系电话 83079199 

沟通回访事宜： 
1、了解街道机构改革与人员变动情况，街道副书记张桦拟调福保街道任职； 

2、沟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下半年招标情况。 

 

 

内容记录：  

1、同上 

2、送达机构 2018 年年报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保持联络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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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团队名称：阳光妈妈项目团队                         编号：2019-002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 沟通回访时间 
2019年 2月 5日 9：30—

11:0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沟通回访单位 

接待人 
张普巍 联系电话 82132983 

沟通回访事宜： 
为阳光妈妈项目设立招聘女工专场，或为女工招聘链接用人单位资源 

内容记录： 

2019年 2月 13日上午 9点，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兼运营总督察王德洲同阳光妈

妈项目负责人陈华丽、谭恩海来到深圳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拜会了该中心副主任张普巍，就

为阳光妈妈项目设立招聘女工专场，或为女工招聘链接用人单位资源等展开洽谈，张副主任了

解到为困难女工帮扶就业本身也是该中心的工作内容，并表示大力支持，同意参与为阳光妈妈

项目招聘整合资源。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在“三.八”之际，乘“春风行动”的东风，服务项目于 2019年 3月 4日举办“巾帼筑梦，阳

光同行”女性专场就业招聘会签约授牌仪式，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给予大力支持，链接十多家

企业参与本次招聘活动，使本次女性专场招聘会圆满成功。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 年 2 月 15 日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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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03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张英、王稳 沟通回访时间 2019.3.1 9:00 

沟通回访单位 龙岗区国展、中海怡翠、三联、金排四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沟通回访事宜： 

1、洽商社区服务中心项目合同续签事宜； 

2、沟通开具履约评价函。 

内容记录： 

同上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同意续签合同。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3.1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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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个人名称：社联运营总督导                     编号：2019-004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李辉芳 沟通回访时间 2019.3.14  9:30-10:30 

沟通回访单位 福田区华富街道新田社区工作站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沟通回访单位 

接待人 

叶勇 

（党委书记、站长） 
联系电话 13510150589 

沟通回访事宜： 
3、督查新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任主管的工作情况； 

4、了解社区工作站对中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内容记录：社区对中心目前的服务工作总体比较满意,社工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尽心

尽力,开展的各项服务深受社区居民的欢迎和认可。 

1、社区认为中心团队管理工作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主要是需要加强工作的落实和执行,进一

步做细做实,而且要及时反馈执行情况,做到事事有回音,做好闭环。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1、社工要树立和强化党委领导的意识，全力配合社区工作站的各项工作部署。 

2、主管要加强跟社区的日常沟通,每周保证至少 2次跟书记当面沟通及汇报中心工作。 

3、团队密切配合,对于社区交待的工作任务,副主管发挥协同职能,每周五上午提醒主管梳理本

周内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下班前向社区领导汇报进度和结果。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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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个人名称：社联运营总督导                     编号：2019-005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 沟通回访时间 2019.3.28 16:00-17:30 

沟通回访单位 龙岗区民政局社区科、社工科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沟通回访单位 

接待人 

社区科：高鹏、刘科 

社工科：徐科 
联系电话 

13510894199 

 

沟通回访事宜： 
1、经费发票送达并了解拨付进展情况； 

2、沟通 2018年年报及机构在龙岗各项目运营情况，并拜访社区科新上任科长刘科。 

内容记录： 

1、经费拨付近期将抓紧进行。 

2、对机构目前的服务项目总体比较满意,对开展公安、司法、综治岗位服务项目表示赞许。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1、社工要全力配合社区工作站的各项工作。 

2、加强日常沟通，及时做好奖励申报。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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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团队名称：新澜社区工作站                         编号：2019-006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 沟通回访时间 
2019年 4月 3日 10：00—

11:00 

沟通回访单位 新澜社区工作站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沟通回访单位 

接待人 
何向丹 联系电话 13760134254 

沟通回访事宜： 
新澜社区工作站希望社工机构能够赞助 20张桌子事宜 

内容记录： 

2019年 4月 2日上午 10点，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兼运营总督察王德洲来到龙华

区观澜街道汇食街党群服务 V 站拜访社区党委委员何向丹，就社区希望机构赞助 20 张桌子事

宜就行洽谈。工作站表示每个社工中心都会有阵地经费，原机构都是自己购买的办公设备。现

因党群服务 V站刚刚进入，办公设备还不齐全，设备装修经费审批耗时太久，为了尽快开展服

务，社区进行资源整合，希望社工机构能够赞助 20张白色亮面的折叠桌子用于今后服务开展，

其他设备由社区工作站解决，党群服务 V站的资源可以共用、共享。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新澜工作站希望社工机构能够尽快给出回复； 

社联王总表示回去后会与机构财务总监进行协商，尽快给出答复。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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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团队名称：新澜社区工作站                         编号：2019-007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 沟通回访时间 
2019年 4月 3日 10：00—

11:00 

沟通回访单位 新澜社区工作站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沟通回访单位 

接待人 
何向丹 联系电话 13760134254 

沟通回访事宜： 
新澜社区工作站希望社工机构能够赞助 20张桌子事宜 

内容记录： 

2019年 4月 2日上午 10点，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兼运营总督察王德洲来到龙华

区观澜街道汇食街党群服务 V 站拜访社区党委委员何向丹，就社区希望机构赞助 20 张桌子事

宜就行洽谈。工作站表示每个社工中心都会有阵地经费，原机构都是自己购买的办公设备。现

因党群服务 V站刚刚进入，办公设备还不齐全，设备装修经费审批耗时太久，为了尽快开展服

务，社区进行资源整合，希望社工机构能够赞助 20张白色亮面的折叠桌子用于今后服务开展，

其他设备由社区工作站解决，党群服务 V站的资源可以共用、共享。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新澜工作站希望社工机构能够尽快给出回复； 

社联王总表示回去后会与机构财务总监进行协商，尽快给出答复。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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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团队名称：罗湖区东晓街道松泉社区服务项目             编号：2019-008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 沟通回访时间 
2019年 4月 11日 11：00—

12:00 

沟通回访单位 罗湖区东晓街道松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沟通回访单位 

接待人 
李占元 联系电话 18148553886 

沟通回访事宜： 
松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工团队配合工作站中心工作及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内容记录： 

2019年 4月 1日上午 11时，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兼运营总督察王德洲来到松泉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利用机构召开团队负责人会议期间，拜访社区工作站书记李占元和曹副书

记，就社工团队配合工作站中心工作及服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沟通。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1、社区工作站书记李占元和曹副书记表示，对社工团队配合工作站中心工作及服务工作开展

情况比较满意。 

2、社区工作站书记李占元希望社联机构层面整合特色项目资源为社区服务，王总表示回去后

会与机构严书翔理事长进行协商，尽快给出答复。 

备注：6 月 30 日严总亲自主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国学家风家训与党风廉政

建设”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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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 机构总部                         编号：2019-009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褚利、周莹 沟通回访时间 2019.5.14 10:20 

沟通回访单位 龙华区人力资源局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沟通回访单位 

接待人 
赵波 联系电话 13428756465 

沟通回访事宜：龙华区人力资源局关于购买 30 个劳动争议调解员岗位事项沟通 

 

内容记录：2018 年龙华区民政局（人力资源局）以“榕树家园”企业社工服务项目

的形式增配了企业社工开展和谐园区社工服务，由于职能部门改革，今年人力资

源局已单独成立一个局，龙华是一个具有较多工业园区特色的行政区，因此，新

领导对和谐园区的工作一方面比较重视，所以在该方面将会继续申请经费开展服

务并获得了审批，但同时也有新的想法，因此，人力资源局就寻找一些比较好的

社工机构进行沟通协商，针对该岗位进行一些具体的沟通，具体如下： 

1、目前该岗位主要是劳动争议调解员岗位，计划 30 个岗位，希望能够有不同专

业背景的人在岗位上工作，并非全部是社工专业，但也期望这些劳动争议调解员

也具备社工专业知识，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寻找好的专业社工机构承接的原因，

即人员的管理由区人力资源局负责，专业服务及督导培训由专业社工机构来负

责，打造专业的劳动争议调解队伍，打造区、街道、园区三级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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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招标工作的变化，因此 100 万以下是可以不用采取招标形式，所以该项

目从 6 月份开始，不用进行招标，因此，现在需要社工机构梳理自己的专业优势、

针对该岗位的方向梳理及做好报价，也期望机构及督导可以针对该方面做一些研

究课题，创建龙华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区也是今年龙华的重点工作之一，希望机构

做好方案后近期提交给区里，领导下周也会针对各机构提交的方案进行筛选与选

择。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机构本周将该项目的方案及报价提交至区人力资源局赵波处，并针对该项目龙华区域督导周

莹将及时与赵波进行沟通跟进。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5.14 10:20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2019.5.14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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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总部                          编号：2019-010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周莹 沟通回访时间 2019.5.14 11:00 

沟通回访单位 龙华区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会组织科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沟通回访单位 

接待人 
王若水、胡桂萍 联系电话 13823352604 

沟通回访事宜：用人单位走访并了解对社联及社工服务成效的反馈与建议 
 

内容记录： 

王总针对社联及龙华社工的年度及近期工作情况与王科进行了沟通与说明，

也感谢区里一直对社联和社工的支持与关怀，不管是在日常工作中、员工培训及

人才激励还是其他方面均能够感受到龙华区的重视与关爱，社联作为社工机构也

一直在专业方向不断地努力，在去年不管是全市社工机构评估还是在龙华区的评

估中均有不错的成绩，虽然有成绩，但是也很想听听用人单位是否还有一些建议，

也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完善与成长。 

基层政权与社会组织科王科对于机构在去年全市评估中得第一表示祝贺和

肯定，表示社联作为社工机构真的做的很不错，是龙华区将要树立的一个学习标

杆，社联的督导和社工在日常工作中也比较尽职尽责、体现出专业情怀和专业态

度，这一点在日常与不同机构督导相处中均有明显的差异和良好的表现，每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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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均会朝向十分去做，沟通和彼此工作支持很多，后面我们也可以多多交流和学

习，自己作为社工的新人也需要向优秀的机构多学习，希望自己也可以在后续的

工作中真的与社工机构一起做好工作，推进龙华社工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目前

举例也在针对人才激励政策做进一步的修订，希望能够为龙华社工及机构提供更

多的支持。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日常会多沟通与交流，后续社联也会将 2018 年度年报及成果册等资料送至区里

相关领导，希望能够对社联多一些了解并为社联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建

议。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5.14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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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11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褚利 沟通回访时间 2019.5.20 10:0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退役军人服务局拥军优抚和褒扬纪念处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沟通回访单位 

接待人 
刘得胜处长、赵科 联系电话 13798488044 

沟通回访事宜：用人单位走访并了解社工到岗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内容记录： 

针对新项目 3 名社工选派情况及近期工作情况与刘得胜处长和赵科进行了

沟通，刘得胜处长和赵科感谢社联和社工的配合支持，希望选派高素质社工来处

室工作，在社工培训及人才激励给予重视与关爱。今后要多沟通，希望能够为本

处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日常会多沟通与交流，后续社联也会加强培训和督导。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5.20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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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12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褚利 沟通回访时间 2019.5.21 10:0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福田区民政局社区建设科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黄科、刘浩 联系电话 83506952 

沟通回访事宜： 

1、用人单位走访并了解对社工机构和社工开展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2、沟通开具履约评价函 

内容记录： 

1、用人单位对福田区现有社联机构和社工开展服务工作开展的服务基本满意，

重视与街道的沟通和配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 

2、重视在岗情况，避免发生空情况。 

3、报送 2018 年度机构年报。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日常会加大与街道和社区沟通，配合社区开展服务工作。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5.21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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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13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 沟通回访时间 2019.5.22 10:0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高科 联系电话 22185830 

沟通回访事宜： 

1、用人单位走访并了解对社工机构和社工开展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2、沟通开具履约评价函 

内容记录： 

1、用人单位对罗湖区现有社联机构和社工开展服务工作开展的服务基本满意， 

2、重视在岗情况，避免发生空情况。 

3、报送 2018 年度机构年报。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日常会加大与街道和社区沟通，配合社区开展服务工作。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5.22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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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14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 沟通回访时间 2019.5.24 15:0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社会工作者协会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卢丹丽 联系电话 22185830 

沟通回访事宜： 

1、作为协会副会长单位，主动沟通机构在罗湖区服务项目开展社会服务情况和

面临的挑战。协会表示感谢社联对协会的支持，对社联在罗湖的服务项目表示认

可。 

内容记录： 

1、用人单位对罗湖区现有社联机构和社工开展服务工作开展的服务基本认可； 

2、沟通机构评估情况； 

3、报送 2018 年度机构年报。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保持沟通，支持配合协会工作。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5.24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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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15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 沟通回访时间 2019.5.24 16:3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叶皆成 联系电话 13802233826 

沟通回访事宜： 

1、主动沟通机构在罗湖区服务项目开展社会服务情况。 

2、了解罗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购买社工服务意向。 

内容记录： 

1、用人单位对罗湖区现有社联机构和社工开展服务工作开展的服务基本认可； 

2、沟通机构评估情况； 

3、报送 2018 年度机构年报。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保持沟通，支持配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5.24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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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16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褚利 沟通回访时间 2019.6.3 10:0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社区政权和社区建设科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郑拓惠 联系电话 13510775729 

沟通回访事宜： 

1、现有本机构服务项目新一轮招投标情况； 

2、沟通开具履约评价函。 

内容记录： 

1、用人单位对南山区现有社联机构和社工开展服务工作开展的服务基本满意， 

2、郑科详解了本次招投标并同意出具履约评价函； 

3、报送 2018 年度机构年报。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同内容记录）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6.3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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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17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 沟通回访时间 2019.6.3 14:3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人事科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徐乾财副主任 联系电话 26486295 

沟通回访事宜： 

1、沟通机构在南山区现有教育服务项目开展社会服务情况。 

2、了解教育局调整安排学校社工到科室工作情况。 

内容记录： 

1、用人单位对南山区教育局现有社联机构和社工开展服务工作开展的服务基本

认可； 

2、沟通机构评估情况； 

3、报送 2018 年度机构年报。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保持沟通，共同做好调整社工的思想工作。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6.3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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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18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张英 沟通回访时间 2019.6.11 10:0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社会工作科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徐科 联系电话 89620003 

沟通回访事宜： 

1、新中标龙岗区团区委“青春同行”项目、区妇联“婚恋指导”项目、区信访局“信福

直通车”项目、区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项目区人力资源局“阳光护航”项目的交接

事宜； 

内容记录：1、徐科要求新中标机构要尽快完成新老机构交接，稳定社工队伍，

尽快与具体用人单位联系对接； 

2、报送 2018 年度机构年报。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机构组成新中标岗位对接协作小组，分别与用人单位和原运营机构对接联系，尽

快完成项目和人员交接，稳定现有岗位社工队伍，衔接好工资和社保缴交工作。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6.11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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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19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张英 沟通回访时间 2019.6.11 10:3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王浩副局长 联系电话 28948088 

沟通回访事宜： 

1、拜访新到任主管副局长，介绍机构和社工在龙岗开展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开展

情况。 

内容记录： 

1、王副局长询问了机构的基本情况及在龙岗开展服务情况； 

2、报送机构十周年特和刊 2018 年度机构年报。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保持联络沟通，希望在龙岗的服务项目做得更好。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6.11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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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20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张英 沟通回访时间 2019.6.11 11:3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政法委社区建设科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吴科、李科 联系电话  

沟通回访事宜： 

分别与用人单位原有项目和新中标处室对接联系，了解现有岗位社工去留意愿，

与用人单位建立联系。 

 

内容记录： 

同上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保持联络沟通，顺利完成交接。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6.11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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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21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刘珊珊 沟通回访时间 2019.6.12 14:0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社区政权和社区建设科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郑拓惠 联系电话 13510775729 

沟通回访事宜： 

沟通开具教育领域服务项目履约评价函。 

内容记录： 

同意出具履约评价函；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同内容记录）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6.12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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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沟通回访记录表 
 

部门名称：机构运营服务总督察                         编号：2019-022 

沟通回访人 王德洲 沟通回访时间 2019.6.11 10:30 

沟通回访单位 深圳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 

 

沟通回访类型 
 用人单位回访        □合作单位走访沟通 

□资源链接            □其他                  

沟通回访方式  拜访     □电访    □其他 

回访单位接待人 李祥杰科长 联系电话 13510393780 

沟通回访事宜： 

1、拜访新任科长，介绍机构基本情况和社工在开展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开展情况。 

内容记录： 

1、李科听取了机构的基本情况及开展服务情况的介绍； 

2、报送机构十周年特和刊 2018 年度机构年报。 

双方达成的跟进处理意见： 

保持联络沟通，希望社联事业蒸蒸日上，在服务项目运作好。 

备注： 

沟通回访人签名： 日期：2019.6.17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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