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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188个社工站升级为“3.0版”
广州市各街道片区共有 188

个社工服务站（家综）， 以及 15
个社会工作专项服务项目，年服
务近 300 万人次。 记者从广州市
民政局获悉，广州社会工作服务
开始升级为“3.0 版本”，强化党
建引领社会工作服务， 同时，突
出辖区居民群众最迫切、 最需
要、最直接的社会工作服务等。

广州是全国社会工作发展的
先行地，多年的社会工作经验做法
为全国各地提供了借鉴。 2018年
12月 18日，由广州市民政局和中
国社会工作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
社会工作广州培训研讨会”（简称

“研讨会”）将首次落地广州举行。

全新启动“113X”服务模式

据了解， 早在 20 世纪 90 年
代，社会工作就在广州萌芽。 经
过项目化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

“试水”（1.0 版本），“综合+专项”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
专项服务项目）的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平台的推广（2.0 版本），2018
年， 广州市进一步优化社工站
（家综）服务模式，从原有的“3+
X”调整为“113X”，构建“以综合
为主体，以专项为辅助，以创新
为补充” 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这也标志着广州社会工作服务
正式全面升级为“3.0 版本”。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各街道
片区共有 188 个社工服务站（家
综） 以及 15 个社会工作专项服
务项目， 年服务近 300 万人次。
广州社会工作服务的 3.0 版本，
重点在“113X 模式” 的架构。

“113X” 模式具体内容为：“1”个
核心项目———强化党建引领社
会工 作 服 务 ，“1” 个 重 点 项
目———突出辖区居民群众最迫
切、最需要、最直接的社会工作
服务，“3” 个基础项目———夯实
家庭、长者、青少年社会工作服
务，“X” 个特色项目———探索拓
展多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

据了解，位于黄埔区中心城
区的黄埔街社工站开展了新一
轮的居民服务需求调查，并根据
居民、家庭、社区的新需求，已启
动“113X”新服务模式。“党建引
领社工服务，贯穿于整个服务项
目，是最核心的内容。 依据黄埔
街老旧社区与新社区相结合的
特点，社工站以社区组织培育为

主体，重点打造‘邻
里互助’ 社区发展
服务项目， 构建社
区邻里互助网络，
孵化社区组织，共
同解决社区最迫切
的问题。 ”黄埔街社
工站主任周晓凤解
释了新服务模式中
两个“1”的内容。

而关于家庭、
长者、青少年“3”项
基础服务的设置，
社工站将每个领域
划分了重点服务对
象与一般服务对
象，重点为“困境家
庭 （包括残障家
庭）”、“困境长者”
和“困境青少年”提
供资源链接、 紧急
援助、危机干预、心
理减压、情绪支持、
社区支持网络构建
等必要服务， 而一
般服务对象则主要
提供预防性、 支援
性、 治疗性等多样
化服务。 针对黄埔
街老城区人口密
集、老龄化严重，基
础设施陈旧， 残障
群体的社会福利需
求较大等街情，社
工站着力打造“长
者安全关爱联盟” 服务、“黄埔邮
差行动” 之沙岛历史邮寄服务、
“社区文化建设服务”之图书馆运
营三大特色服务，鼓励社区党员、
义工、群众、企业等多元力量参与
社区治理， 更有效地推动社区公
共问题的精准解决。

强化党建突出群众最迫切
需求

海珠区的沙园街， 面积 1.5
平方公里。 总人口 7.92 万人，其
中户籍人口 6.5 万人， 辖区多为
单位住宅小区，同时也有新开发
楼盘和部分城中村，是典型的混
合型老社区。街道党工委下设 12
个党总支，67 个党支部， 共有党
员约 2500 人。

走进海珠区沙园街的社工
站，走廊、长者饭堂的墙上也张
贴着党建宣传内容，红色文化氛

围非常浓郁。据社工站负责人刘
志超介绍， 沙园街社工站实行

“党代表+党员+社工+义工+居
民”的联动模式，结合党代表接
访基层群众、 社区居民议事等
平台， 社区党员可以及时发现
居民及社区需求， 并可重点关
注困境个人及家庭， 带动社区
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刘志
超称，在实际工作中，以社区需
求为出发点， 通过联动社区党
支部，发动党员，共同介入社区
公共问题，形成社区专案，有利
于推动社区问题的解决。 例如
近年大家比较关注的旧楼加装
电梯，沙园街成立电梯小组，成
员有社工站的社工、 社区的党
员和居民代表， 社工发挥专业
性，链接资源，社区党员发挥积
极性，通过社区搭建的居民议事
厅平台， 社区事社区议，“如今，
我们广重社区已经成功安装 36

台电梯，居民都很满意。 ”
今年 76 岁的李姨表示，自

己也是社工服务的受益者，她告
诉记者，她每天都会来沙园街社
工站，“5 年多前我经历了一次大
手术， 度过了一段痛苦的生活，
常常感到痛苦郁闷却走不出来。
后来一位老党员邻居引荐我来
到了社工站，现在每天我来这里
和老人一起参加活动，享受社工
站的老年人康复护理，进行手工
活动，中午在长者食堂吃饭。 每
天 8 点就来， 跟年轻时上班一
样，生活也有了寄托，经过一段
时间的调整，我早已走出伤心痛
苦，现在生活很开心”。

探索社区服务新路子

广州市荔湾区老城区中部的
逢源街， 是荔湾区居家养老服务
改革创新项目的试点单位。 逢源
街是一个典型的居住密集、 人口
老龄化、困难群体较多的老城区。
根据街道实际情况， 逢源街以推
进广州社区居家养老大配餐工作
为重点，提升社区为老服务水平。
作为广州市最早投入使用的社工
站， 逢源街社工站在参与“大配
餐”的服务过程中，积极探索社区
治理、社区服务的新路子。

据该社工站负责人林丹琼
介绍，借助“大配餐”服务平台，
社工会对社区长者及其家属的
情况作一个持续的观察和记录，

凭借自身的职业敏感和专业素
养， 发掘长者的需求和潜能，对
于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和隐患，尽
早介入，及时解决，帮助其渡过
难关，走出困境；对于普通人群，
以预防各种潜在风险和困难为
目标，提供事前预防性服务。

此外，社工还通过长者大配
餐的平台挖掘义工资源，调动居
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组建
大配餐义工服务队伍，引导义工
组织餐前活动，帮助长者增进交
流，为其构建社区支持网络。“把
长者饭堂打造成长者的家，提高
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 ”社工站
负责人表示，在参与社区治理的
过程中，社工可以将专业服务嵌
入多样化的服务平台，结合不同
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为社区居
民提供多层次、全方位、多元化
的专业社工服务，推进社区的共
建共治共享。

规范提升 未来可期

据统计，广州社工累计提供
服务约 2316 万人次，其中家庭服
务 568 万人次， 为老服务 552 万
人次， 青少年服务 451 万人次，
特色服务 745 万人次 ；2017 年
底，社区居民满意度平均提升了
12.84%，达到 87%。

正因为广州是全国社会工
作发展的先行地，多年的社会工
作经验做法为全国各地提供了
借鉴。 12 月 18 日，由广州市民政
局和中国社会工作学会联合主
办的“中国社会工作广州培训研
讨会”（简称“研讨会”）将首次落
地广州举行。 广州市民政局有关
负责人称，力争把研讨会打造成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最强大
脑”和“广交会”。 本届研讨会主
题为“新时代，新社工”，将设置
一轮主旨发言，分别围绕“社会
工作本土实践与理论创新”“供
给侧下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 两个论题开展主题对话，此
外，还将从全国各地的优秀社工
机构中选取社会工作服务优秀
案例予以展示。

广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未来，广州社会工作将重
点围绕“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专业化”开展，强化党对社会
工作的核心领导，构建多元化参
与社会工作服务支持体系，加快
完善住房保障、入户优待、社工
薪酬、服务规范、招标指引、评估
办法、 监督检查等配套政策制
度，以信息化助推社会工作方式
方法创新，深入实施“社工+”战
略， 建立健全教育培训长效机
制、 优势主导型“三社联动”机
制、“综合＋专项” 平台机制、社
工＋志愿者（义工）协作机制和社
会工作服务嵌入机制及社会工
作学术研讨机制等六项工作机
制， 充分发挥社工在社会服务、
社区建设、 社会治理中的帮扶、
协调、倡导等重要作用，切实提
升居民对社区生活的归属感、支
持感与幸福感。

（据《信息时报》）

� � 广州市花都区美东工业园社工站，谭月慧、冯健波等广州同心社工正带着“小
候鸟”们一起 DIY 烘焙蛋挞（本版图片据《信息时报》）

广州市建设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工正向一位长者解答配餐问题 雨天里梅花街社工前往探访一户低保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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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广州市进一步优化社
工站（家综）服务模式，从原有的‘3+
X’调整为‘113X’，构建‘以综合为主
体 ，以专项为辅助 ，以创新为补充 ’
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这也标志着
广州社会工作服务正式全面升级为
‘3.0 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