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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凸显中国社会工作成就

2016 年，以中国为主场的社
会工作国际交流明显增多，在一
定程度上显示了我国社会工作
本土化的成就。

1、中国取得 “2017 社会工
作亚太区域联合大会”主办权。

1 月 5 日， 国际社工联亚太
区分部(IFSWAP)、亚太社工教育
协会 (APASWE)联合致信 ，正式
确认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和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获
得“2017 社会工作亚太区域联合
大会”的主办权。 会议主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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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首届中国—东盟社会工
作论坛举办。

9 月 10 日 ，由民政部 、广西
壮族自治区政府共同主办的首
届中国—东盟社会工作论坛在
广西南宁举办。 论坛以“社会工
作与扶贫济困 ”为主题 ，从国际
化、多元化、本土化的视角，交流
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发展社会工
作的模式与经验，探讨了社会工
作介入扶贫济困的路径与策略，
开启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专业社
会工作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3、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主席首次到访。

12 月 5 日，国际社会工作者
联合会主席露丝·斯塔克首次来
到中国，并对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进行了访问。 宫蒲光会长代表
中社联对斯塔克主席的来访表
示欢迎，双方就社会工作相关问
题进行了交流。 斯塔克主席表示
愿意与中社联进行更广泛的、全
球性的合作。

国家推动
坚定社会工作发展信心

2016 年社会工作再次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出社会工
作被纳入顶层设计。 2016 年直接
针对社会工作的顶层文件、会议
的召开， 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更
加坚定了社会工作发展的信心。

4、 十二部门出台社工激励
保障政策。

10 月 18 日， 民政部等十二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
保障的意见》。 《意见》提出了一
系列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
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政策措施，
通过全国性的顶层设计，为加强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使用与激励
保障提供政策依据。 旨在破解制
约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使用的瓶
颈问题，保障社会工作事业全面
健康可持续发展。

5、 全国社会工作推进会议
召开。

11 月 7 日，民政部在广州举
办了全国社会工作推进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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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的十周年之际，全面总结了 10
年来社会工作发展成绩与经验，
研究明确了 “十三五 ”时期社会
工作推进思路与目标任务。 我国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规模总量达
到 76 万人， 其中持证社会工作
者近 30 万人； 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达到 6600 余家。

6、 第二批社会工作服务示
范地区、单位和社区创建活动启
动。

7 月， 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
启动了第二批社会工作服务示
范地区、 单位和社区创建活动。
最终确定了 35 个地区为全国社
会工作服务综合示范地区 、7 个
地区为全国社会工作服务专项
示范地区 、117 个社区为全国社
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 、136 个单
位为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
位。 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创建
活动，是引领各地社会工作服务
全面深入发展的重要手段。

专业政策
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

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 ，社会
工作的专业度不断提高，不同领
域的社会工作不断细分，提高了
社会工作的门槛。 2016 年，社会
工作不仅是被各个领域引入，更
是得到了专业化的政策支持。

7、 社区社会工作者配备目
标出台。

11 月 ，《全国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 (2016—2020 年 )》对外
公布。 规划提出在 “十三五”期
间，将力争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
少于 10 个社区社会组织 ， 农村
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5 个社会
组织， 每个城乡社区至少配备 1
名社区社会工作者。 社区社会工
作将迎来大发展。

8、 《社区 社会工作服 务指
南》出台。

12 月 6 日 ，《社区社会工作
服务指南》出台。 作为我国第一
个全国综合性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标准，为各地开展社区社会工
作服务、开发设置社区社会工作
岗位、评估社区社会工作成效提
供了依据，为社区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站点和广大社区社会工作
者规范服务行为、提升专业服务
质量 、 建立行业公信提供了参
考。

9、 《老年 社会工作服 务指
南》发布。

2 月 23 日，民政部网站对外
发布了 《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指
南》。 《指南》提出老年社会工作
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救助服务、

照顾安排、 适老化环境改造 、家
庭辅导、精神慰藉、危机干预、社
会支持网络建设、 社区参与、老
年教育、咨询服务、权益保障、政
策倡导、老年临终关怀等。 老年
社会工作有了国家标准。

10、留守儿童社会工作上升
为国家战略。

2 月 14 日 ，国务院发布 《关
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的意见》， 其中特别提出了
社会工作在儿童保护工作中的
作用。 这意味着社会工作参与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上升为国
家战略。 随后，民政部设立了未
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隶属
于社会事务司，这是民政部首次
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设立专门
业务处。

11、扶贫社会工作向精准化
转型。

11 月 23 日，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
划的通知》， 其中重点提出进一
步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
愿者扶贫作用，实施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系列行动
计划；鼓励发达地区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组
建专业服务团队、兴办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为贫困地区培养和选
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社会工作
推动扶贫济困向精准化转型。

12、心理健康社会工作路径
明确。

12 月 30 日， 国家卫生计生
委、 民政部等 22 个部门共同印
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
导意见》。 《意见》明确了专业社
会工作参与心理健康服务的路
径和方法，强调了专业社会工作
的重要作用，对于加强心理健康
领域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
动心理健康领域社工实务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13、灾害社会工作有了实质
进展。

7 月 5 日， 首支国家层面的
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社会
工作支援服务队———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重大自然灾害与突
发事件社会工作支援服务队正
式授旗。 7 月 14 日，“重大自然灾
害与突发事件社会工作服务支
援计划”启动。 该计划的主要任
务是在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
件发生后 ，根据 《民政部救灾应
急工作规程》， 支持专业社会工
作力量，进驻灾区开展服务。

行业组织
助推社会工作前进

2016 年，全国性和地方的社
工行业组织自身建设与对外交
流动作不断 ， 助推社会工作快
速、良性发展。

14、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党
委成立。

3 月 7 日， 民政部主管部门
批准联合会成立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党委。 7 月 5 日，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党委成立暨联合会
成立 25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
行。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讲话
中提出联合会要带领全国的社
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行业组织，
加强党建工作 ， 以党建引领专
业，引领行业发展。

15、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
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成立。

11 月 19 日， 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
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委员会将
倡导 、 推动医务社会工作系统
化、科学化、专业化发展；同时加
强理论研究 ， 促进相关政策出
台，致力于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环
境建设；提高全社会对医务社会
工作的理解和认识 ，丰富 、创新
医务社会工作内容。 医务社工发
展有了强力支持。

16、京粤两地社会工作交流
加速。

5 月 20 日~27 日 ，北京社会
工作者协会与广东省社会工作
师联合会共同举办“社会工作与
社会治理创新高级研修班”。 10
月 18 日 ，2016 京粤南北社会工
作交流研讨会在京开幕。 此次交
流研讨会是目前为止地方省市
主办的社会工作交流中规模最
大 、 参会人员最多的一次研讨
会。

17、京津冀社会工作协同发
展进入实质阶段。

4 月 13 日，北京、天津、河北
三地社会工作行业协会(促进会 )
共同签订《京津冀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协同发展框架协议 》。
10 月 19 日， 京津冀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建设协同发展办公室揭
牌。 同日，京津冀社会工作行业
组织诚信联盟，并发出行业诚信
倡议。

地方政策
创新社会工作机制

18、深圳购买社工岗位标准
提高到 9.3 万元/人/年。

6 月 2 日， 深圳市民政局发
布了《关于执行购买社会工作岗
位新标准的通知》， 将购买社会
工作岗位整体打包标准调整为
9.3 万元/人/年标准。《通知》的经
费使用指引明确提出，机构运营
管理费的人均支出不得超出原
购 买 标 准 (7.6 万 元/人/年 )的
20%， 其余全部用于社工工资福
利和社工业务活动经费。

19、北京社区工作者持社工
证书比率将达到 50%。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
治理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北京
社区工作者持社会工作职业水
平证书比率达到 50%。 同时提出
进一步规范社区工作者工资待

遇，按照不低于上一年度全市社
会平均工资 70%的标准， 每年动
态调整社区工作者整体待遇水
平。

传播创新
扩大社会工作认知度

20、百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出炉。

3 月 14 日，国家开放大学社
会工作学院与 《公益时报 》社联
合举办了“2015 年度百强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推荐活动发布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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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报告（2015）
---以百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为例》 一书从机构成立时间 、地
区分布、人员情况、服务领域、经
费情况 、受益人次 、政策倡导成
果和社会影响等维度呈现目前
国内社工机构最真实的发展状
况。

21、大陆首部社工题材电影
《米花之味》拍摄。

2016 年下半年，大陆首部社
工题材长片 《米花之味 》正式备
案立项，并在云南开始拍摄。 故
事 90%取材真实生活， 影片聚焦
在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选
择 、留守儿童的心灵成长 、传统
文化与新时代的冲突，社工则周
旋其中，与村民一起探索这些问
题的出路。

负面事件
考验社工行业伦理

22、佛山社工性侵女童被判
刑。

2016 年 5 月 31 日， 佛山南
海区检察院通报了 2015 年以来
起诉的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其
中涉及某驻南海的社工机构工
作人员性侵女童事件 。 张某供
述，自己从 2014 年 5 月至案发期
间曾 40 多次猥亵小美 。 南海检
察院以猥亵儿童罪向法院起诉
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被南海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该事件
引起行业热议，相关行业联合会
进行了声明。

23、凉山汉达社工服务中心
主任闫伟杰职务侵占。

2016 年 1 月 5 日，凉山汉达
社工服务中心给“凉山代课老师
补贴 ”项目在 5 天内 ，筹款超过
了 141 万元。 两天之后， 中心主
任闫伟杰被警方带走；1 月 7 日，
凉山警方证实了闫伟杰因涉嫌
职务侵占被逮捕。2016 年 11 月 3
日 ， 西昌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宣
判。 法院认为，闫伟杰以职务侵
占罪、 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 ，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王勇）

2016 年度社会工作大事记
2016 年，中国的社会工作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 在国际交流、国家政策、领域推动、行业组织、地方突

破、传播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
这些事情的影响不仅波及 2017年，很多还会对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社会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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