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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8 日， 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换届负责人陈存根、民政部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司
长贾晓九等一行赴全国人大社
会建设委员会汇报工作，全国人
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何
毅亭、副主任委员宫蒲光等对报
告中的各项举措高度评价并提
出，加强沟通、增进了解，从法治
建设、资金保障、组织建设等各
个方面推进社会工作事业发展，
提升服务水平，更好的为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做出积极贡献。

陈存根提出，社会工作作为
一项专业助人活动，能够让让基
层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和共产党的温暖，从根
本上巩固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党
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工作在助力
脱贫攻坚、保障改善民生、创新
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夯实
党的执政基础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特别是 2020 年社会工作者
在疫情防控中的突出贡献，证明
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 而且可
靠，功不可没。 目前社会工作还
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足够重视，社
会工作理论与实践还存在脱节，
社会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还
比较薄弱，社会工作缺乏国家经
常性财政支持，社会工作的行业
组织体系尚不完善，社会工作者
队伍建设水准有待提高。 新时代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
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服务好弱
势群体，还面临为老养老、残困
帮扶、青少年帮助、社会心理疏
导等众多痛点难点问题。 这些问
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依靠政府部
门和行政管理，必须要社会的多
元参与。 社会工作以人为中心，
依靠服务老百姓实现社会和谐，
有利于更好地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 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德治治
国， 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工作者运
用专业知识和技能， 以服务为主
要手段， 通过平等协商、 交流沟
通、宣传辅导、帮扶服务，人见人、
面对面切实解决关乎基层社区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以增进
社会福祉，促进社会沟通，化解社
会矛盾， 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四
五”期间，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将
积极从加强党组织对社会工作的
引领，推进社会工作立法、完善社
会工作行业组织体系建设、 推动
社会工作经费纳入国家经常性
财政预算等五个方面开展工作，
为提升社会工作的政治地位，让
社会工作成为一项受人尊重、被
社会尊崇的、高尚的职业。

贾晓九从社会工作的概念、
性质和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介

绍，社会工作是解决人的社会关
系障碍的专业，针对人的社会功
能失调进行专业的帮助。 中国特
色的社会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
性，要结合中国国情，加强党建
引领，使社会工作与党的群众工
作相适应。 社会工作具有独特的
专业性，有独立的理念、逻辑和
工作方法; 社会工作具有普遍的
通用性， 能适应社会各个领域，
促进社会建设的发展; 社会工作
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适用性，在
不同经济发展地区都能建立自
己的介入路径; 社会工作具有综
合性，能够整合各种资源促进人
的发展。 社会工作在基本民生保
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
务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宫蒲光认为，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到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汇报和交流工作，对于社会
工作行业发展很有意义，体现了
社会建设委员会对社会工作的
高度重视，是推动社会工作纳入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作为行业组
织，为推进社会工作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相信联合会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通过深刻理解和全面深入贯
彻十九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能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推
进社会工作本土化，争取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使社会工作在社

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何毅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社会工作伴随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砥砺前行、 茁壮成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
工作，在 170 多项政策法规中对
发展社会工作、发挥社会工作作
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指引下，我国社会工作在新
时代取得新发展，已经成为助推
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及社
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在民政部领导下，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联合枢纽
作用，组织开展一系列有影响的

社会活动， 为推动我国社会工作
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结合全国人
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工作来看，进
一步加强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和人
才队伍建设， 既是全国人大代表
普遍关注和多次提出的议案建
议， 也是社会委工作的一个重要
方面。 希望社会委与中社联加强
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推动社会
工作立法研究、 完善相关制度等
方面取得积极、丰硕的成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
建设委员会委员冯军，全国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社会事务室主
任王进、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刘京，《公益时报》
社总编辑赵冠军等参加会议。

（益文）

近日， 民政部办公厅下发
《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社会工
作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 通知
提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宣传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展
示社会工作发展成果， 推动社
会工作事业发展，民政部将于 3
月中旬组织开展 2021 年社会
工作主题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主题为“汇
聚社工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5 日
至 21 日。

通知要求， 各地民政部门
要高度重视， 将社会工作宣传
作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
署，加强乡镇（街道）社工站建
设， 畅通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社
会治理途径的重要举措， 加强
组织领导，紧紧围绕宣传主题，
结合地方实际和社会工作特
点，制定活动方案，周密组织实
施。 鼓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中国
社会工作学会、 中社社会工作
发展基金会、 中国社会工作杂
志等单位和地方各级社会工作

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倡导组织广大社会工作者、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和高校社会工
作院系、在校师生等，开展各具
特色的宣传活动， 推动社会工
作高质量发展。

各地民政部门要紧扣宣传
主题， 号召动员广大社会工作
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优势、展
现风采、贡献力量。 以社会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为重点， 全面总
结社会工作发展经验， 宣传推
广好的做法， 引导公众支持参
与， 进一步提升社会工作的认
知度和认同度； 以切实满足人
民群众服务需求为着力点，科
学策划、 周密部署社会工作宣
传活动， 进一步提升社会工作
专业水平， 改善社会工作服务
品质； 以激励示范和表彰奖励
为手段，选树一批政治过硬、躬
耕基层、 能力突出的优秀社会
工作者，报道先进典型、讲述感
人事迹， 进一步增强社会工作
者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提升社
会工作向心力和凝聚力。

（据中国社会工作）

2 月 23 日， 上海市民政局
（社会组织管理局） 召开 2021年
上海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会
议，总结回顾 2020年社会组织工
作，部署安排 2021年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2021 年要突出抓
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完善制度，
优化社会组织登记审批；多管齐
下， 加强社会组织日常监管；赋
能增效， 加强社会组织培育扶
持；彰显优势，支持社会组织发
挥作用；筑牢基础，强化社会组
织工作支撑。

会议强调，要把握形势和
定位，准确理解社会组织工作的
新征程；要结合全面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加强上海社
会组织党建，进一步发挥社会组
织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要结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出
的新目标，主动研究全会对各类
社会组织的总体要求和具体部
署，找好自身工作与国家现代化
建设大局的结合点、 着力点、切
入点；要结合上海“十四五”规划
《纲要》的新愿景，深入践行“人

民城市”重要理念，更好地引导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建设
“五个人人”城市添砖加瓦。

会议通报了社会组织 2019
年度检查总体情况，部署了 2020
年度检查工作。 社会组织 2020
年度检查从 3 月 1 日开始至 6
月 30 日结束，市、区两级登记管
理机关将继续加强培训指导，严
格把关审核，做好年检发现问题
的督促整改，推动年检工作法治
化、规范化、标准化。

（据民政部网站）

2 月 24 日， 河北省民政厅
印发了《促进全省社会工作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根据该计划，河北省将围绕加快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按照强基固本、补齐短
板、打造品牌、协同促进的思路，
利用三年时间，重点推进全省社
会工作党建引领、 人才队伍优
化、 社会工作服务站点建设、机
构能力提升、 项目品牌赋能等，

有效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
化、标准化和精细化水平，畅通
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
途径，逐步形成社会工作的“河
北模式”。

该计划提出，到 2023 年，全
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占总人口
比例达到 1.25‰以上，设置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的民政事业单位
达到 70%以上。 全省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点项目建设全

面推开，各市 50%以上的县（市、
区）实现全覆盖；定州、辛集市和
雄安新区实现全覆盖。 形成在全
国有影响力且具有引领效应、群
众认可的社会工作服务品牌。

此外，河北省民政厅还印发
了《推进全省乡镇（街道）社会工
作服务站点项目建设实施方
案》， 进一步明确了社工站点建
设的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任务。

（据河北省民政厅）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毅亭(左二)、副主任委员宫
蒲光(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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