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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服务项目评估概况

一、评估背景 

为进一步提升郑州市禁毒岗位社工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建

设一支专业、务实、稳定的禁毒社工队伍，确保全市禁毒社工顺

利完成禁毒工作，逐步打造本土化禁毒社会工作模式，打造河南

省禁毒工作新亮点。郑州市公安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

禁毒社会工作者服务，2019 年 5 月， 8 家社工机构的 58 名禁毒

社工进驻用人单位，开展禁毒专项服务。郑州市禁毒社会工作由

郑州市禁毒办、郑州市禁毒支队社会化大队的监督管理，旨在提

升郑州市禁毒工作的进展。 

为有效引导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有序运行，科学评

价其在服务周期内的服务效果，总结项目运营的经验与不足，郑

州市公安局通过购买社会工作督导评估项目的形式委托郑州高

新区倾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郑州市公安局 2019-2020 年度购

买的禁毒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行第三方评估。 

郑州高新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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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对象 

郑州市公安局购买禁毒社会工作服务 

社工机构名单及禁毒社工岗位数 

序号 机构名称 岗位数量 

1 郑州市金水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 

2 郑州心灵家园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 

3 郑州市阳光春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 

4 郑州市二七区播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 

5 郑州市郑东新区悦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
  

6 郑州市金水区玖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
  

7 郑州市金水区尚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 

8 郑州市金水区在行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 

合 计 58 

说明：自 2019 年 8 月起，郑州市金水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

的 13 个岗位中的 1个岗位由郑州市金水区尚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

接。 

三、评估目的 

评估目的在于促进服务单位（办事处或社区）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办公室建设，完备办公设施，保证禁毒社工正常地开展禁毒

常规工作；完善吸毒人员信息档案建设，严格实现辖区内吸毒人 

郑州高新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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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初步建立或完善档案，做到一人一档管理；注重预防教育，媒

体宣传，积极在社区、学校、企业等地开展“六进”宣传教育活

动；充分体现禁毒社会工作专业性，开展个案、小组等帮扶活动， 

全方面提升郑州市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服务水平。 

四、禁毒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评估指标 

此次评估参评社工机构 8 家，参评禁毒社工 58 名；评估重点

为中期评估结束后至结项评估时的工作内容。本次评估邀请行业

专家、财务评估专家和主管单位代表组成评估团队。评估体系分

四个部分，分别为服务成效评估（实务评估）、档案管理评估、 

财务评估和主管单位评估（电话回访），总分为 100 分。 

实务（服务成效）评估（57 分） 

由附件 1 中的“人员和制度管理”(10 分）、“服务成效”(27 

分，档案管理除外）和“用人单位评价”(10 分，附件 3）三部

分组成，依据各项服务指标对服务成效进行综合评估。此部分满

分为 57 分。 

档案管理评估（13 分） 

依据郑州市社戒（社康）人员名单和主管单位对档案管理规

范性要求，以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为考核目标，采用现场查

阅社戒（社康）人员管理档案的方式进行评估。此部分满分为 

13 分。 

郑州高新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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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评估（20 分） 

财务评估通过邀请第三方财务专家审阅项目提供的财务痕迹

资料，依据财务评估体系（附件 1 中的“财务管理”部分）进行

评分并得出最终得分。此部分满分为 20 分。 

主管单位评估（电话回访）(10 分） 

此项评估实质上是考核禁毒岗位社工对主要服务对象（社戒／

社康人员）的真实服务效果。主管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采用电

话回访的方式，对禁毒岗位社工服务的社戒（社康）人员进行服

务成效反馈，依据电话回访中服务对象对社工服务的认可度和满

意度进行评估。电话能打能通并获得优秀评价的得分，否则不得

分。此部分满分为 10 分。 

郑州高新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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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评估结果 

郑州市禁毒社会工作结项评估 

各项指标评分表及机构排名 

机构 

排名 
机构名称 

务

)
  

刻
汾
 

案

)
  

男
分
 

档
“
  

务

)
  

朽

3
)
.
 

 

主管 

单位 

评分 

总分 

各项总分值 57 13 20 10 100 

1
  

郑州市二七区播美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56. 13 12.05 19. 30 9.33 96. 81 

2
  

郑州市金水区玖久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54. 24 12.91 19. 50 9.91 96. 56 

3
  

郑州市金水区彩虹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56. 06 12. 63 18. 00 9.26 95. 94 

连
‘
 
 

郑州心灵家园青少年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 
56. 73 12. 78 17.70 8.00 95.21 

一
 

 
郑州市金水区在行动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 
55.53 12. 44 18. 10 8.92 94. 99 

6
  

郑州市阳光春雨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54. 24 12.85 18. 00 8.80 93. 89 

7
  

郑州市郑东新区悦荣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 
54. 70 12. 10 17.20 8.00 92. 00 

8
  

郑州市金水区尚和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52. 30 12.96 17.80 8.46 91. 52 

说明 

1'＝实务评分 57．总分 100 ' 斗档案评分13' ＋财务评分20' ＋主管单位评 

-90 分）、合格（70-80 分）、基本合格

分以下）; 

估 10认 

2．优秀（90 分以上）、优秀（80
(60-70 分）、不合格（60 

郑州高新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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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项目结项评估报告 

一、郑州市二七区播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一）评估反馈 

该机构中标 1 个标段，禁毒岗位社工 6 名。 

1、实务评估 

(1）人员和制度管理 

人员稳定性：本项目社工较稳定，但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和淮 

河路街道办事处岗位有人员流动，已上报主管部门备案；设有内 

部督导，制定有针对性的年度培训计划，社工成长有培训记录； 

有针对本项目的服务制度、流程和服务标准，服务标准具备社工 

专业性。 

(2）服务成效 

各项指标均已完成，服务质量较高；个案和小组活动书写较 

规范，具备一定的专业性。项目创新方面有待加强。 

(3）用人单位评价：用人单位满意度高，评价均为满分。 

2、档案管理评估 

(1）档案管理制度：具备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安全保密制度。 

(2）档案实务管理：人员管理较规范，档案较完整，但细节 

有缺失，一些人员的档案书写需要进一步完善。 

3、财务管理评估 

郑州高新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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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务制度建立：会计制度符合要求，机构制定有财务管

理制度。 

(2) 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较规范，专项款项使用较为合理；

工资能按月通过银行支付，社保通过抽查，不存在欠缴的情况；

财务公示符合规定。 

4、主管单位评分（电话回访） 

电话回访反馈优秀。 

评估建议 

1、人员稳定性方面，大学路和淮河路街道办事处岗位人员流

动性较大，其中项目负责人也有变动。建议加强加强机构支持、 

和团队管理、注重一线人员稳定性管理，组建优秀、稳定的禁毒

社工团队；服务成效方面建议提高项目创新能力；年度总结和不

够详实，成效展示不够明显，下年度计划略为简单，建议加强。 

2、档案管理方面：建议严格遵守台账管理规范性要求，加强

规范性书写，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连续性。 

3、财务管理方面：有财务预算但缺乏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

监控， 需加强票据规范性管理。 

评估结果 

经评估核算，该机构禁毒项目最终得分为 96. 81 分，评定为

优秀。 

郑州高新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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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州市金水区玖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一）评估反馈 

该机构中标 1 个标段，禁毒岗位社工 7 名。 

1、实务评估 

(1）人员和制度管理 

人员稳定性：本项目社工较稳定，但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岗 

位有人员流动，已上报主管部门备案；设有内部督导，制定有针 

对性的年度培训计划，社工成长有培训记录；有针对本项目的服 

务制度、流程和服务标准。 

(2）服务成效 

各项指标均已完成，服务质量较高；个案和小组活动书写较 

规范。 

(3）用人单位评价：用人单位满意度高，评价均为满分。 

2、档案管理评估 

(1）档案管理制度：具备档案管理制度。 

(2）档案实务管理：人员管理规范，档案记录清晰完整。 

3' 财务管理评估 

(1）财务制度建立：会计制度符合要求，制度建立完备。 

(2）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规范，专项款项使用合理；工资发 

放及时，社保按月扣缴，不存在拖欠；财务公示符合规定，能较 

好的接受社会监督。 

4、主管单位评分（电话回访） 

郑州高新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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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回访反馈优秀。 

评估建议 

1 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岗位有人员流动，建议加强社工稳定 

性 

2、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计划具体内容需细化。 

（三）评估结果 

经评估核算，该机构禁毒项目最终得分为 96. 56 分，评定为

优秀。 

三、郑州市金水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一）评估反馈 

该机构中标 2 个标段，禁毒岗位社工 13 名，自 2019 年 8 月

起，彩虹的一个岗位转由尚和承接，禁毒岗位社工变更为 12 名。 

1、实务评估 

(1）人员和制度管理 

本项目社工较稳定，但北林路街道办事处岗位有人员流动， 

已上报主管部门备案；设有内部督导，制定有针对性的年度培训

计划，社工成长有培训记录；有针对本项目的服务制度、流程和

服务标准，服务标准具备一定的专业性。 

(2）服务成效 

各项指标均已完成，服务质量较高；个案和小组活动书写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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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社会影响力方面有项目创新。 

(3）用人单位评价：用人单位满意度高，评价均为满分。 

2、档案管理评估 

(1）档案管理制度：具备规范的管理制度。 

(2）档案实务管理：人员管理较规范，档案管理规范、完整。 

3、财务管理评估 

(1) 财务制度建立：会计制度符合要求，机构制定有财务管 

理制度。 

(2）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较规范，工资发放及时，社保按时 

交纳；财务公示符合规定。 

4、主管单位评分（电话回访） 

电话回访反馈优秀。 

评估建议 

1、人员稳定性方面，北林路街道办事处岗位有人员流动，建

议加强社工稳定性； 

2、个案、小组记录需加强专业性。 

3、财务管理方面：建议经费预决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监控， 

专项款项使用方面结合指标完成情况对资金使用比例合理性进

行评价。 

评估结果 

经评估核算，该机构禁毒项目最终得分为 95. 94 分，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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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秀。 

四、郑州心灵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一）评估反馈 

该机构中标 1 个标段，禁毒岗位社工 7 名。 

1、实务评估 

(1）人员和制度管理 

本项目社工稳定，没有人员流动；设有内部督导，制定有针 

对性的年度培训计划，社工成长有培训记录；有针对本项目的服 

务制度、流程和服务标准，服务标准具备一定的专业性。 

(2）服务成效 

吝项指标均已完成，服务质量较高；个案和小组活动书写较 

规范，具备一定的专业性。 

(3）用人单位评价：用人单位满意度高，评价均为满分。 

2、档案管理评估 

(1）档案管理制度：具备规范的管理制度。 

(2）档案实务管理：人员管理规范，档案记录清晰完整。 

3, 财务管理评估 

(1) 财务制度建立：会计制度符合要求，机构制定有财务管 

理制度。 

(2) 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较规范，工资按月发放，社保缴纳 

也相对即时，员工薪酬保障情况优秀；财务公示符合规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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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比例偏低，机构运营管理经费比例较高。 

4、主管单位评分（电话回访） 

电话回访反馈良好。 

评估建议 

1、社工成长中督导培训记录不全面，建议加强内部督导培训， 

建立健全督导、培训机制。 

2、财务管理方面：建议经费预决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监控， 

专项款项使用方面结合指标完成情况对资金使用比例合理性进

行评价。 

评估结果 

经评估核算，该机构禁毒项目最终得分为 95. 21 分，评定为

优秀。 

五、郑州市金水区在行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一）评估反馈 

该机构中标 1 个标段，禁毒岗位社工 7 名。 

1、实务评估 

(1）人员和制度管理 

本项目社工稳定，没有人员流动；有年度培训计划、社工成

长有培训记录；有针对本项目的服务制度、流程和服务标准。 

(2）服务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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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均已完成；个案和小组活动数量达标，有规范性记 

录表，但资料记录简单、文书书写规范性不足。 

(3）用人单位评价：用人单位满意度高，评价均为满分。 

2、档案管理评估 

(1）档案管理制度：具备规范的管理制度。 

(2）档案实务管理：人员管理规范，档案记录较清晰完整。 

3' 财务管理评估 

(1）财务制度建立：会计制度符合要求，机构制定有财务管 

理制度。 

(2）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较规范，工资按月发放，社保缴纳 

也相对即时；财务公示符合规定；活动经费和员工薪酬比例较低。 

4、主管单位评分（电话回访） 

社戒社康人员 13 名，电话能打通并获得优秀评价的 9 名。 

（二）评估建议 

1、建议加强内部督导和培训，重视社工成长。 

2、加强个案和小组等规范性和专业性，提升社工专业化要求；

加强项目创新。 

3' 财务管理方面：活动经费和员工薪酬比例较低。 

4、电话回访反馈良好。建议继续加强与吸毒人员的日常沟通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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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结果 

经评估核算，该机构禁毒项目最终得分为 94. 99 分，评定为

优秀。 

六、郑州市阳光春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一）评估反馈 

该机构中标 1 个标段，禁毒岗位社工 7 名（自 2019 年 8 月起， 

彩虹转给尚和一名社工）。 

1、实务评估 

(1）人员和制度管理 

本项目社工人员较稳定，经八路办事处岗位有人员流动；有 

督导培训、社工成长有培训记录，但部分社工的成长记录不完整； 

有针对本项目的服务制度、流程和服务标准，但不具备专业服务 

量表以及书写不规范。 

(2）服务成效 

服务指标多数达标；个案和小组活动部分社工没有完成数量 

指标，资料记录简单，缺乏一定的专业性和规范性。 

(3）用人单位评价：用人单位满意度高，评价均为满分。 

2、档案管理评估 

(1）档案管理制度：具备规范的管理制度。 

(2）档案实务管理：人员管理规范，档案记录较清晰完整。 

3' 财务管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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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制度建立：会计制度符合要求，机构制定有财务管

理制度。 

(2）财务管理：会计制度符合规定；项目前期有经费预算；

工资按月发放，社保按月扣缴；财务公示符合规定。 

4、主管单位评分（电话回访）：电话回访反馈良好。 

评估建议 

1、人员制度管理和服务成效方面：有人员流动现象，建议加

强人员稳定性；机构培训支持不够，建议加强内部督导和培训， 

重视社工成长、提升社工专业性和规范性。 

2、财务管理方面：建议经费预决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监控， 

专项款项使用方面结合指标完成情况对资金使用比例合理性进

行评价；加强票据规范性管理。 

3、电话回访，通话率良好。建议继续加强与吸毒人员的日常

沟通和管理。 

评估结果 

经评估核算，该机构禁毒项目最终得分为 93. 89 分，评定为

优秀。 

七、郑州市郑东新区悦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一）评估反馈 

该机构中标 1 个标段，禁毒岗位社工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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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务评估 

(1）人员和制度管理 

本项目社工人员稳定；社工成长缺乏详细完整的督导和培训 

记录；服务标准符合要求。 

(2）服务成效 

各项服务指标基本达标。但个案和小组活动没有完成数量指 

标，书写没有采用专业表格形式，资料记录平铺直叙，不具备专 

业性和规范性；禁毒宣传活动数量不达标。 

(3）用人单位评价：用人单位满意度高，评价均为满分。 

2、档案管理评估 

(1）档案管理制度：具备规范的管理制度，无安全保密制度。 

(2）档案实务管理：档案记录较规范；郑新东区岗位档案管 

理的规范性有待于调整。 

3' 财务管理评估 

(1) 财务制度建立：会计制度符合要求，机构制定有财务管

理制度。 

(2) 财务管理：会计制度符合规定；活动经费比例偏低；工

资按月发放，社保按月扣缴；财务公示符合规定。 

4、主管单位评分（电话回访） 

电话回访反馈效果良好。 

（二）评估建议 

1、建议加强制度管理、加强内部督导和培训，重视社工成长。 

郑州高新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9 



2019 年度郑州市公安局购买禁毒社会工作服务结项评估报告 

2、加强个案、小组活动和禁毒宣传工作管理，提升规范性和 

专业性。 

3、财务管理方面：建议经费预决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监控， 

专项款项使用方面结合指标完成情况对资金使用比例合理性进 

行评价。 

4、电话回访，通话率较好。继续加强与吸毒人员的日常沟通 

和管理。 

（三）评估结果 

经评估核算，该机构禁毒项目最终得分为 92 分，评定为优 

秀。 

八、郑州市金水区尚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一）评估反馈 

该机构中标 1 个标段，禁毒岗位社工 7 名。 

1、实务评估 

(1）人员和制度管理 

本项目社工人员基本稳定，桐柏路和三官庙街道办事处岗位 

有人员流动，已备案；服务标准符合要求；部分社工的材料中缺

失社工成长内容。 

(2）服务成效 

各项服务指标基本达标。 

郑州高新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 



2019 年度郑州市公安局购买禁毒社会工作服务结项评估报告 

(3）用人单位评价：用人单位满意度高，评价均为满分。 

2、档案管理评估 

(1）档案管理制度：具备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安全保密制度。 

(2）档案实务管理：具备较强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3、财务管理评估 

(1）财务制度建立：会计制度符合要求，机构制定有财务管 

理制度。 

(2）财务管理：项目整体支出情况没有进行预决算；人员薪 

酬比例过低；财务公示符合规定。 

4、主管单位评分（电话回访）：服务效果反馈良好。 

评估建议 

1、人员制度管理和服务成效方面：建议加强内部督导和培训， 

重视社工成长；加强个案和小组工作，提升社工专业性和规范性；

加强个案、小组活动和禁毒宣传工作管理，提升规范性和专业性。 

2、财务管理方面：建议经费预决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监控， 

专项款项使用方面结合指标完成情况对资金使用比例合理性进

行评价。 

3、电话回访，建议加强与吸毒人员的日常沟通和管理。 

评估结果 

经评估核算，该机构禁毒项目最终得分为 91. 52 分，评定为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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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禁毒社会工作服务评估体系一览表 

评估体系名称 包含文件 

郑州市禁毒社会工作服务 

结项评估体系 

附件 1 

附件 2 

后附文件： 

1．附件 1：郑州市禁毒社会工作服务结项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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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郑州市禁毒社会工作服务结项评估体系 

20 19-2020 年度郑州市禁毒社会工作服务评估体系（末期） 

岗位名称： 
	

社工姓名： 
	

所属机构 
	

满分：10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操作化指标 
分
值
 

有关要求及评估方法 
评
分
 

 

1．人员和 

制度管理 

(20 分） 

社工考勤 

(7) 

人员稳定

性 

项目负责人不流失（1 分），岗位社工不流失（1 分）; 
。0
  

从本项目中期评估当月至末期 

评估 
项目负贵人流失扣 1 分，岗位社工流失每 1 人次扣 0. 5 分，最高扣 2 

分。 

社工出勤

率 
4
小
 

从本项目中期评估后 12 月、I 社工无故脱岗工次将扣除 0. 3 分；社工请假休假手续不完善（或未经

审核同意即休息的）1 次扣 0. 2 分；岗位迟到或早退 1 次扣 0. 1 分； 

扣完为止。 

月、3 月参照市禁毒钉钉考勤

表；2 月份参照机构考勤表n 

社工成长 

(3) 

社工督导 

督导（机构内）或者项目负责人为禁毒社工提供持续性督导．每位社

工每月督导记录不低于 1 次（I分）：缺乏督导记录 1 人次扣 0. 5 分， 

最高扣 l分。 

全年 

个人成长 

机构为项目社工提供专业服务相关的培训支持每月不少于 1 次（2 
分）; 
缺乏培训记录 1 次扣 0. 5 分，最高扣 2 分． 

n'
  

全年 

服务标准 

(10) 

服务制度 
具有本项目的日常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督导制度、培训制度、 

项目宣传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及执行情况． 
3
  

本项目 

服务流程 
具有本项目的项目工作流程规范、个案社会工作服务流程规范、小组

社会工作服务流程规范、禁毒宣传活动流程规范等。 
q
t
J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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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标准 
具有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禁毒宜传工作、志愿者服务等的

服务量表及填写规范。 
3
  

全年 

服务资源

链接 

获得物资、场地或人力、组建志愿者队伍等非资金支持（0. 5 分） , 

获得 1000 元（含）以上小额资金支持（0. 5 分）。 
全年 

2. 服务成 

效 

(40 分） 

档案管理 

(14 分） 

档案管理

制度 
档案资料齐全，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及安全保密制度。 

建立一人 

为辖区全部社区戒毒（康复）员建立台账，台账建立规范，一人一档， 

做到及时维护更新。 (10-13 分） 

13 
台账书写标准严格参照 

2020. 03. 31 日培训要求。 

为辖区全部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建立台账，台账建立相对规范，部 

一档 分台账及时更新。 (69 分） 

为辖区部分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建立台账，台账建立不规范．不全 

面。 	(0-5分） 

个案（8 

分） 

数量 

个案社会工作开展并顺利结案数量超过 75%（含）得 4 分，超过 50% 

（含）未达到 75％得 2 分，超过 25%（含）未达到 50％得 1 分，低于 

25％不得分（且需在评估结束后就此项提交专项检讨报告）. 

乙
占
 

专业化、规

范化 

工作量完成 50%（含）以上，个案工作档案有完整的服务协议（或服

务同意书）、接案记录表、预估记录表、计划记录表、介入记录表、 

评估记录表、结案记录表（量表名称不做统一要求，但要求工作档案

有如上各项记录），并符合基本填写规范，得 4 分． 

通
占
 

个案工作档案有完整的服务协 

议（或服务同意书）、接案记 

工作量完成 25%（含）以上，个案工作档案有完整的服务协议（或服 

务同意书）、接案记录表，预估记录表、计划记录表、介入记录表、 

评估记录表、结案记录表（量表名称不做统一要求，但要求工作档案 
2
  

录表、预估记录表、计划记录

表、介入记录表、评估记录表、 

结案记录表（量表名称不做统

一要求，但要求工作档案有如

上各项记录），并符合基本填 
有如上各项记录），并符合基本填写规范，得 4 分。 

工作量完成 25%（不含）以下，符合专业化、规范化要求的酌情给分 

（不高于 l 分），不符合专业化、规范化要求的此项不得分。 
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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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8 

分） 

数量 

小组社会工作开展并顺利完成数量超过 2/3（含）得 4 分：超过 1/3 
连
志
  

（含）未达到 2/3 得 2 分，超过 1/6（含）未达到 1/3 得 1 分，低于 

1/6 不得分（且需在评估结束后就此项提交专项检讨报告）. 

专业化、规

范化 

工作量完成 2/3（含）以上，小组工作档案有完整的小组工作计划、 

小组报名表、小组点名表、小组参加者意见表、小组过程记录表、小

组财务报告（根据需求）、小组报告（量表名称不做统一要求，但要 

连
人
 

小组工作档案有完整的小组工 

作计划、小组报名表、小组点

名表、小组参加者意见表、小

组过程记录表、小组财务报告 

（根据需求）、小组报告（量

表名称不做统一要求，但要求

工作档案有如上各项记录） , 
并符合基本填写规范。 

求工作档案有如上各项记录），并符合基本填写规范，得 4 分． 

工作量完成 1/3（含）以上，小组工作档案有完整的小组工作计划、 

小组报名表、小组点名表、小组参加者意见表、小组过程记录表、小

组财务报告（根据需求）、小组报告（量表名称不做统一要求，但要 
0
'
  

求工作档案有如上各项记录），并符合基本填写规范，得 2 分。 

工作量完成 1/3（不含）以下，符合专业化、规范化要求的酌情给分 

（不高于 1 分），不符合专业化、规范化要求的此项不得分。 

禁毒宣传 

活动（魂 

分） 

数量 

进度宣传活动开展并完成指标数量超过 100%（含）得 5 分，超过 75% 
（含）未达到 100％得 3 分，超过 50%（含）未达到 75％得 2 分，超过 

25%〔含）未达到 50％得 1 分，低于 25％不得分（且需在评估结束后就

此项提交专项检讨报告）。 

月
任
 

全年 

志愿者服

务活动（3 

分） 

服务实施 3
  

全年 
每个岗位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不少于 3次（以志愿者活动计划书为准） 

得 1 分，数量不够酌情扣分，最高扣 1 分． 

志愿者服

务队伍（1 

分） 

队伍建设 
每个岗位组建志愿者服务尾・ 队 1 支不得少于 10 人（以志愿者登记表

为准）得 1 分，数量不够酌情扣分，最高扣工分。 
全年 

社会影响 

力（1 分） 
项目创新 

自主开发且在运营的项目特色服务，特色鲜明，可行性强，具有标准

化服务标准与可量化产出成果。 
0. 5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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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

报道 

新闻媒体报道数量完成 100%（含）以上得 3 分，完成 90%（含）以上 

0. 5 全年 得 2 分，完成 80%（含）得 1分，低于 80％不得分（且需在评估结束

后就此项提交专项检讨报告）。 

年度工作

总结及下

年度计划 

(1分） 

项目末期

总结 

项目末期总结应包括项目成效分析、项目实施经验总结、项目风险应 

对总结、项目反思、下一年度工作计划等内容，总结完普合理得 1分， 

对项目实际情况反馈不全或不实酌情抠分，最高扣 l分． 

3．财务管

理（20) 

3. 1制度

建立（5) 

3. 1. 1 财务

制度的建

立 

使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核算；建立有预决算制度、资

金管理制度、费用审批及报销制度、资产管理制度等。 
5
  

3。2 财务

管理（15) 

3. 2. 1经费

预决算 

根据预决算程序进行财务预算和决算，及时对经费使用合理性进行分

析和监控，保证财务健康运作。 
n'
  

3. 2.2 经费

审批程序 
按照本机构制定的经费审批程序有效的一贯执行。 3

  

3 票据 .2.3 
支出票据规范，发票正规，2000 元以上的支出需具备银行交易明细， 

500 元以上的定额发票需附明细清单，交通费注明姓名、事由、起止

地，发放款项和物资均有领取人签收。 

3
  规范 

3.2.4专项

款项使用

的合理性 

八
砚口
 

资金使用范围和比例符合规定；支出符合本岗位业务开展的需求，款

项支出真实合理。 

3.2. 5 社会

工作者薪

酬福利保

障 

社工薪酬能及时足额发放，福利有一定的保障。 六
喂
〕
  

3. 2.6 财务

公示 

通过网络公告、现场公示、公众号发布等不少于二种形式及时向社会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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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关方 

评价（20 

分） 

用人单位

评价 

用人单位

评价 

用人单位对禁毒社工工作能力、工作态度满意度、服务效果等方面的

评价。 
10 

主管单位

评价 

主管单位

评价 

项目主管单位对禁毒社工工作能力、工作态度满意度、服务效果等方

面的评价。 
1
0
 

 

5，加分项 

(5 分） 

5. 1 获得

荣誉 

1. 1 获得

荣誉 

服务合同期限内社工或执行的项目参加评优评先活动荣获荣誉：国家

级每次得工分，省级每次得 0. 5 分，市级每次得 0. 2 分，整体加分不

超过 3 分。 

八J
  

5.3专业

探索 

5.3 专业探

索 

服务合同期限内社工撰写的获得行业认可（期刊、杂志）的专业探索

文章或服务案例，国家级每篇加 1 分，省级每篇加 0. 5 分，市级每篇

加 0. 2 分，整体加分不超过 2 分． 

2
  

6．扣分项 

6. 工信息

报送的及

时性 

6,l,1信息

报送的及

时性 

参评岗位未按规定时间提交评估佐证材料，扣 5 分． 

6.2 有效

投诉 

6.2.l 有效

投诉 

主管单位或用人单位方收到的服务对象等相关主体对社工的有效投

诉情况，每次扣 2 分。 

6.3重大

违规 

3. 1 管理

费提取超

过比例 

岗位运营管理费用及相关税费总额超过 15%（不含），直接定为“不

合格”。 

6. 3. 2 tM1 

用、乱用项

目资金 

出现挪用、乱用项目资金情况，资金使用不合理的．直接定为“不合

格”。 

6. 3. 3 信息

报送的真

实性 

提交材料存在造假行为，情节严重的，直接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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