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 0 月 17 日， 民政部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加强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 ，会议提出 ：力

争‘十四五’末，实现乡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村（社区）都有社
会工作者提供服务。

10 月 22 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联合发布的《关于
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提出到 2025 年，全
市医疗机构医务社会工作全覆盖。

10 月 23 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老年社会工作者培训大
纲（试行）》，距离实现 2022 年底前培训 10 万名专兼职老年社
会工作者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10 月 30 日，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关于提升社
会工作服务水平的若干措施》，同时发布 《深圳市社会工作类
专业技术人员薪酬指导价位表》，再次提高薪酬标准。

从人才队伍建设到薪酬待遇， 从社工岗位设置到专业领
域发展，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社会工作利好政策密集出台 ，
社会工作在实现 2020 人才队伍建设目标的同时， 迎来大发展
机遇期———岗位越来越多， 覆盖面越来越广； 专业度越来越
高，越来越被认可；薪酬越来越高，价值不断凸显。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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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利好政策频出，社工认可度提升

10 年达成
145 万人才总量目标

2012 年，中央组织部、中央
政法委、中央编办、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 19 个
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发布了《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
期规划（2011—2020 年）》。

规划提出了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目标：到
2020 年，我国一线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总量增加到 145 万人，其中
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到 20
万人、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
到 3 万人。

经过 10 年的发展，这一目标
或已达成。

2019 年 7 月 29 日， 民政部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司
长贾晓九在民政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规模达到 120 余万人，其中
43.9 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
格证书（33.2 万人取得了助理社
会工作师证书，10.7 万人取得了
社会工作师证书）。

据民政部的数据，截至 2019
年底， 我国累计已有 53 万人取
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在
43.9 万人的基础上又增长了 9.1
万人。

社会工作人才总量正处于
一个快速增长期，一个最明显的
表现就是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报名人数在不断增长。

据民政部数据，2019 年度全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报名人
数 55.37 万人， 比上年增加了
32%，创了历史新高。 刚刚结束的
2020 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
平考试报名人数突破 60 万人。

岗位越来越多
覆盖面越来越广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量目
标达成后，社会工作会走向何方
呢?从最近召开的会议、出台的相

关文件可以看到，岗位将越来越
多，覆盖面将越来越广。

截至 2019 年 7 月底，我国在
城乡社区、事业单位、群团组织
和社会组织开发了 38.3 万个社
会工作岗位， 设置了 5.1 万个社
会工作服务站（室），在民政部门
登记成立了 9700 多家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初步建立了广布城乡
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

这一规模在 2020 年及以
后将极大扩展， 覆盖面将遍及
全国。

10 月 17 日召开的加强乡镇
（街道）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会提出，围绕增强基层民政
服务能力、打通为民服务“最后
一米”， 加快建立健全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人才制度体系。 力
争“十四五”末，实现乡镇（街道）
都有社工站，村（社区）都有社会
工作者提供服务。

2020年 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有镇 21056个，乡 9057
个，街道办事处 8629 个。 以此计
算，到“十四五”末，我国仅乡镇
（街道）社工站就达到 38742个。

遍布城乡的社工站必将吸纳
大量的社工人才。 以广东的双百
计划为例，2017年以来，已经分两
批在全省（主要是经济欠发达地
区）建设 407 个镇（街）社工站，每
站 4-8人。 以此计算，38742个乡
镇（街道） 社工站将需要社工
15.4968万到 30.9936 万人。

目前，不仅是广东，不少省
份都已经行动起来。

湖南省组织实施了社工“禾
计划”，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每年
安排 3.1 亿元，培育社工机构 357
个，建设社工站 2069 个，实现市
县乡三级全覆盖，配备专业社工
近 4000 名。

为全面推进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站建设，8 月份，浙江省民
政厅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在嘉
兴海宁召开了全省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站建设现场会。 目前已
经建成运营的社工站 210 家，办
公和服务场所面积超 6 万平方

米，在建的 180 家。
10 月 29 日， 海南省新闻办

组织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
岗位 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
实施意见》 政策解读新闻发布
会，也提出了“力争到 2025 年，
每个城市社区至少有 2 名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每个农村社区至
少有 1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
的目标。

专业度越来越高
越来越被认可

在人才数量和岗位越来越
多的同时，对于社工的专业度要
求正在变高。

一方面，不同的领域对社会
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 以养老为
例，2019 年 9 月 20 日，民政部发
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
给 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
见》， 提出开展养老服务人才培
训提升行动，确保到 2022 年底前
培养培训 1 万名养老院院长、200
万名养老护理员、10 万名专兼职
老年社会工作者， 以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这一专业化的要求并没有停
留在纸面上。 1 个月后，10 月 23
日，民政部办公厅就发布了《老年
社会工作者培训大纲（试行）》。

《大纲》按照按照老年社会
工作者的工作内容， 采取基础
班、提高班、高阶班三个培训层
次分级编写方式，逐一细化了政
策趋势、理论知识和实务技巧等
内容，明确了培训目标、培训对
象、培训方式、培训时间、考核要
求等要素。

老年社会工作教育培训班

学员完成学时、参加培训结业考
核合格后，可由培训机构按照培
训班型颁发初级、中级、高级老
年社会工作者培训结业证书。

实际上是为老年社会工作
提供了一个不断提升专业化水
平的路径。

一方面，很多专业领域开始
认可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 年）》
提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服务
领域包括：

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扶贫
济困、慈善事业、社区建设、婚姻
家庭、精神卫生、残障康复、教育
辅导、就业援助、职工帮扶、犯罪
预防、禁毒戒毒、矫治帮扶、人口
计生、应急处置、群众文化等。

但是很多领域在过去并不
完全认可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
经过 10 年的发展， 这一状况开
始转变。 2020 年后或将迎来一个
大的发展。

最典型的例子是，10 月 22
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联合
发布的《关于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
实施意见》，提出了下列目标：

2020 年，在部分综合性医院
和儿科、精神卫生、肿瘤、康复等
专科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试点开展医务社会工作。

2020 年至 2022 年， 逐步在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推进医务社
会工作。 医疗机构设立医务社会
工作岗位, 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
构设立医务社会工作部门，配备
专职医务社会工作者。

到 2025 年，全市医疗机构医
务社会工作全覆盖，服务体系基
本完善；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明显提升；专业人才数量和质量
基本满足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社会公众普遍认同。 公共卫
生机构探索开展医务社会工作，
形成可推广模式。

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医务工
作对社会工作的认可殊为不易，
其示范意义十分突出。

薪酬越来越高
价值不断凸显

专人人才+专业岗位+专业
工作，意味着具有竞争力的薪酬。
10月 30日，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印
发《深圳市关于提升社会工作服
务水平的若干措施》，其中关于社
工待遇的部分或将对各地的社工
薪酬体系带来积极影响。

一方面，《若干措施》认可了
专业社工人力成本的重要性。

《若干措施》明确规定，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中社会工作专业
岗位的数量不低于项目总人数
的 80%， 建立与项目同步的督导
服务机制。

项目预算编制应根据服务
的数量、规模、质量和效果目标
等核算服务成本，项目中人力成
本不少于项目经费的 85%， 督导
经费、业务活动费、管理费、服务
险和税费、人员培训费等不得超
过项目经费的 15%。

督导经费按被督导社会工
作从业人员每人每月 350 元的标
准，将相关经费统一纳入政府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预算。

一方面，《若干措施》给出了
具有竞争性的薪酬指导价。

《若干措施》明确规定，政府
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整体打包费
标准不低于 16.3 万元/人/年；社
会福利、 精神卫生等专业性强、
职业风险高的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整体打包标准不低于 16.9 万
元/人/年。

在不低于上述标准的前提
下，各区可根据本区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自行制定政府购买社会
工作服务整体打包标准。

同时发布的深圳市社会工
作类专业技术人员薪酬指导价
位表显示，一般领域社工月薪酬
指导价平均值， 高级社工师为
16244 元， 中级社工师为 11805
元，助理社工师为 8579 元。

特殊领域社工薪酬指导价
平均值，高级社工师为 16950 元，
中级社工师为 12318 元， 助理社
工师为 8952 元。

按照《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评价暂行规定》，一般来说，从事
社会工作 3-4 年后即可报考中
级社工师。 也就意味着，从事社
会工作 3-4 年后，月薪过万将在
深圳成为事实。

《若干措施》还规定，根据深
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社会工作
从业人员薪酬指导价原则上每 3
年调整一次。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预示着
在达成 2020 目标之后，社会工作
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天地!

2022 年底前我国将培养培训 10 万名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