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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工年会：
传播社工理念 弘扬社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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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中旬， 我们又将迎来一
年一度的中国社工年会。 本届年
会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公益
时报社主办。 作为中国社会工作
领域的盛会，到今年已经是第八
届了。

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做出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决策部署，社会工作被纳入
国家顶层设计。 2010 年，《国家中
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出台，把社工人才列为
第六支重点建设人才队伍，提出
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时代在呼唤社会工作，社会
工作事业的好坏，事关和谐社会
建设的大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
作为代表从事社会工作的单位
和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权威组
织，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现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2009 年 12 月
15 日第 14 次会长办公会议讨论
决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自 2010
年起创办“中国社工年会”。

旨在记录中国社会工作发
展的重要历史时刻，表彰长期从
事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传播
社工理念，弘扬社工精神”，提升
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者的整
体形象和影响力，吸引社会各界
更加关注并支持中国社会工作
的发展，让社会工作成为社会发
展创新的积极力量。

每年出席年会的既有党和
国家领导人、民政部等相关部门
领导、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成
员、各地社工代表，也有关心社
会工作的社会组织、企业、明星
等相关人士。

从 2010年开始的社工盛会

2010 年 2 月 2 日，首届中国
社工年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首次
系统盘点了年度社会工作，评选
出“2009 年度全国社会工作领
域十大事件”，推选出蒋正华、郭

长江、马伊里、刘京等“2009 年
度中国十大社工人物”。自此，发
布年度社会工作大事，推选年度
社工人物成为社工年会的保留
内容。

年会上，还举行了“共铸中
国心”大型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和
北京爱晚中心启动揭牌仪式。 通
过项目推动社会工作发展，使年
会的影响更加深远。

2011 年 1 月 18 日， 第二届
中国社工年会在北京举行，首次
颁发了中国社工事业终身成就
奖，揭晓了十大年度中国社工人
物和十大年度社工事件。

2012 年 3 月 27 日， 第三届
中国社工年会在北京举行。 年会
发布了中国社会工作年度报告，
并揭晓了 2011 年度社会工作十
大事件和年度中国社工人物。

在年会上，中社社会工作发
展基金会决定设立社会工作奖
励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奖励在
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
实务体系建设和社会工作行业
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的先进个
人和组织。

2013 年 3 月 31 日， 由中国
社会工作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
等相关单位承办的第四届中国
社工年会在北京召开。 作为全国
社会工作领域的年度盛事，年会
盘点了中国社会工作 2012 年度
工作，发布“2012 年度全国社会
工作发展报告”、揭晓了“2012 年
度全国社会工作领域十件大事”
和“2012 年度中国社工人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
年开始，年度社工人物进行了扩
容，“2012 年度中国社工人物”包
括“年度中国十大社工人物”、20
名“年度中国优秀社工人物”和
100 名“年度中国最美社工”。

旨在团结全国社工队伍和
社工人才，寻找中国社会工作发
展进程中的优秀、先进代表和创
新人物，以榜样的力量推动我国
社会工作的队伍建设和专业人

才发展。
2014 年 1 月 15 日， 第五届

（2014） 中国社工年会在北京召
开。 年会总结了 2013 年度中国
社会工作，发布了《2013 年度全
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 揭晓了

“2013 年度全国社会工作领域十
件大事”和“2013 年度中国社工
人物”。 为鼓励社会各界关注支
持社会工作，年会还颁发了“中
国社工事业贡献奖”。

在年会上，社工中国网宣布
正式开通上线。 社工中国网是由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全国
唯一的社工门户网站。 除了网站
平台，官方微博、微信以及手机
客户端均同步上线。

与国际社工日同行

2015 年，民政部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组织开展 2015 年国际
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
将 2015 年国际社工日的中国主
题确定为“发展社会工作，创新
社会治理”，并明确活动时间为 3
月 17 日至 3 月 26 日。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中国社
工年会从这一年开始融入国际
社工日元素。

2015 年 3 月 16 日， 由民政
部社工司指导、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主办的 2015 年国际社工日
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
行。 第六届（2015）中国社工年会
同时举办，发布了《2014 年度全
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 揭晓了
2014 年度中国社会工作特殊贡
献奖、2014 年度全国社会工作领
域十件大事和 2014 年度中国十
大社工人物等奖项。

特别值得铭记的是，在这一
届年会上，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正式揭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正
式更名升级为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 时任中国社工联合会会长
徐瑞新在致辞中表示，更名后的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将成为同

性质、同类别社会组织的中枢组
织和联合平台，明确定位为政府
的参谋助手、行业的发展推手和
会员的桥梁纽带，为推进社工行
业发展贡献力量。

为了探讨社会工作如何更
好地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年
会还举办了“创新社会治理背景
下社会工作发展战略研讨会”。

多维度推动社会工作发展

随着社会工作的迅速发展，
社工年会也不断丰富着自己的
内容，不断采用新的手段推动社
会工作发展。

2016 年 3 月 14 日， 第七届
（2016） 中国社会工作年会在北
京召开。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
长宫蒲光出席并致辞， 他强调：
“要从群众最关心、社会最热点、
政府最需要的领域入手，不断扩
大社会工作服务范围、提升社会
工作服务内涵， 弘扬专业精神，
助力扶贫济困。 ”

年会不仅发布了“2015 年度
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十件大
事”， 表彰了年度中国十大社工
人物、中国百名社工人物，还发
布了“2015 年度百强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推荐活动最终榜单。

2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100 家机构上榜，共有 55 家上榜
机构成立以来总收入在 1000 万
元以上，34 家上榜机构在册人数
在 100 人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出
社工机构蓬勃发展的势头。

首届全国社工微电影大赛、
第一届全国社会工作微课大赛
也同时颁奖。

此外，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和新华网共同主办的首个全国
性的社工类行业频道“新华社
工”同日启动。 相关机构还启动
了智能化社工服务站、“为了妈
妈”贫困地区乳腺癌防治援助两
个项目。

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工作

的发展不仅得到了国内的认可，
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 在年
会上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副
主席兼亚太区主席木村真理子
宣布,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将主
办 2017 年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
会亚太区和亚太区社会工作教
育协会区域联合会议。 大会的主
题被定为“挑战与责任———创新
社会工作与可持续发展”。 这是
中国大陆第一次成为国际社工
大会的东道主。

第八届社工年会再次出发

2016 年是党的十六届六中
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决策部署的第十年。 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迅速壮大， 规模
总量达到 76万人，其中持证社工
近 30 万人；相关事业单位、群团
组织、 社区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专业岗位超过 20 万个，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达到 6600余家。

这一年，社会工作的发展格
外令人瞩目。 回顾 2016，将有哪
些事件、 人物会被铭记呢？ 3 月
18 日， 中国社工年会将再次举
办。 2016 年度促进中国社会工作
发展的十件大事、年度中国十大
社工人物、年度中国百名社工人
物将一一呈现。

2016 年度微电影大赛、2016
年度微课大赛、中国百优社会工
作案例的评选结果也会在年会
上公布。

不仅如此，年会还重点设置
了分享环节，与会的社工人将一
起盘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聚焦
问题与对策 ,以“问题、共识、协
同、展望”切入，全行业多角度、
多元化共同展望 2017 行业发展
大格局。

2017 年，中国社工年会将和
中国社会工作一起，在十年发展
的基础上再次出发。“传播社工
理念，弘扬社工精神”，社会工作
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