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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重回 2021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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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的变化
是怎样产生的？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并未提及“社会工
作”，而 3 月 12 日新华社发布的
政府工作报告却写入了“大力发
展社会工作”， 为什么会出现这
一变化呢？

首先来看一下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中与政府工作报
告有关的议程：

3 月 5 日上午， 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听取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关于政府工作的报
告；3 月 5 日下午，各代表团举行
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3
月 6 日下午，各代表团举行小组
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3 月
10 日下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
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3 月 11 日上午， 举行代表小
组会议审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草案。

从中可以看到，3 月 5 日李
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是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
议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
会议的时候，国务院要向会议提
出工作报告， 经各代表团审议
后，会议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这意味着 3 月 5 日的政府
工作报告并不是最终的文本，还
必须经过审议通过之后才是具
有法律效力的最终文本。 在审议
的过程中，人大代表会对报告和
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
国君在国务院新闻办 3 月 12 日
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主要通过
四种方式听取了意见建议：

一是通过视频连线听取意
见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人
员分别连线 105 场代表小组会
议会场。 二是通过会议简报整理
意见建议。 三是通过热线电话听
取意见建议。 四是通过移动端小
程序汇集意见建议。

“报告共补充修改 81 处，很
多修改之处综合了多条意见。 总

体上看，修改内容涵盖了代表委
员提出的大部分意见建议。 对未
在报告中直接采纳的意见，已转
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和推动相
关工作。 ”孙国君表示。

能够在最终版本中加入“大
力发展社会工作”， 说明在审议
过程中，代表委员提出了相关的
意见建议被并采纳。

查询公开报道可以发现，今
年两会期间有不少代表委员提
出了与社会工作有关的建议意
见，例如：

全国人大代表李兰建议，把
青少年关爱保护工作纳入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任务中。

全国人大代表张冬云建议，
将乡镇（基层）社会工作站建设
写入《“十四五”社区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并设置规划指标。

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提交
了“推进我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提案，建议从社会工作立
法、职业体系建设、乡镇社会工
作服务站建设、岗位开发、部门
统筹和社会宣传等方面着手推
进社会工作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黄宝荣建议，
将社会工作服务经费纳入国家
经常性财政支出预算，推进制定
社会工作事业促进法……

社会工作
将怎样大力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中写入“大力
发展社会工作”， 意味着社会工
作的大力发展被纳入国务院的
工作安排。 按照国务院的工作安
排，各项工作任务会被分解到对
应的负责部门。

一方面，作为社会工作的主
管部门，民政部会大力推动社会
工作的发展。 2021 年，重点会做
什么呢？

2020 年 12 月 26 日，民政部
召开全国民政工作视频会议，部
署了 2021 年民政重点任务。 其
中直接针对社会工作的重点任
务是“制定乡镇（街道）社工站建
设目标”。

此前，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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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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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作为“十四五”的开
局之年，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无疑会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
重中之重。

新华社受权发布政府工作
报告的当天，3 月 12 日， 民政部
举办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 2021 年度第一季
度调度会议。

另一方面，在“十三五”的基
础上，多个专业领域会迎来社会
工作的大发展。

疫情防控和心理社会工作方
面， 社会工作者在疫情防控中开
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
等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疫
情尚未完全平息， 相关工作尤其
是心理疏导还要持续开展。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2025 年）》提出，要发展心
理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心
理服务人才队伍。湖北省在 2020
年 11 月启动了“五社联动·爱满
荆楚”社工服务项目，为受疫情
影响的社区居民提供心理疏导、
融合融入、社会支持等社会工作
专业服务。

2020 年疫情防控社会工作
取得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针对
防疫的社会工作项目需要在更
多地方开展，可谓时不我待！

乡村振兴社会工作方面 ，
2021中央一号文件、 政府工作报
告等都明确要求将乡村振兴作为

“三农”工作的重心，社会工作者
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办、
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
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
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提
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加快推动乡镇社会工作服务
站建设，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吸引社会工作人才提供专业服
务， 大力培育社会工作服务类社
会组织。 加大本土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培养力度，鼓励村干部、年轻
党员等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评
价和各类教育培训。 持续实施革
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 加强乡
村儿童关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通过项目奖补、 税收减免等方式
引导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
入乡人员参与社区服务。

这些措施将从 2021 年开始
落实，无论哪一项措施，都离不
开社工行业的大力参与。

社会救助社会工作方面 ，
2020 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印发
《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
意见》，要求促进社会力量参与，
引导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
会救助。 2021 年，《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把制
定社会救助法列入了工作安排。

协助社会救助部门开展家
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 建档访

视、需求分析等事务，为救助对
象提供心理疏导、 资源链接、能
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社会
工作将获得广阔的参与空间。

社区社会工作方面，《培育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
案（2021-2023 年）》提出，鼓励社
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参加社会
工作知识培训和全国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考试。 力争到 2023
年，全国普遍开展社区社会组织
骨干人才培训，社区社会工作人
才培训累计达到 245 万人次。 与
此同时，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健全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
要发展社区养老、托幼、用餐、保
洁等多样化服务。

这些意味着社区社会工作
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
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青少年社会工作方面，2020
年修订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明
确写入了社会工作的参与，作为
法律实施的第一年，落实相关法
条引导和规范社会工作者参与
未成年人保护必将成为相关部
门的重要工作。

此外，《未成年人司法社会
工作服务国家标准》在 2020 年进
行了试点，试行工作结束后，《未
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国家
标准》 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
广、落实。

落实这些工作，需要社工行
业和法院、检察院、司法部门、民
政部门、教育部门、共青团、妇联
等多个部门和组织的合作推进。

老年社会工作方面，民政部
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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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2 年底前培
养 10 万名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
者。 2020 年 10 月，《老年社会工
作者培训大纲（试行）》引发，2021
年进行培训已经是迫在眉睫。

谁来培训，培训之后老年社
会工作者的岗位在哪，如何提供
服务？ 一道道考题等待解答！

医务社会工作方面 ，2020
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联
合发布《关于发展医务社会工作
的实施意见》， 提出到 2025 年全
市医疗机构医务社会工作全覆
盖的目标。 其中，2020 年至 2022
年的目标是医疗机构设立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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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北京医务社会工作
发展目标的落实需要医疗部门、
高校、社工行业的大力推进;另一
方面， 北京提出了这样的目标，
在“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的背景
下，其他地区是否有可能提出相
应的发展目标和鼓励政策？

……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总量已达 150 万人，持证社会
工作人员突破 66 万人。《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
划（2011—2020 年）》提出的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目标已
经完成。 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 在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
社会工作将迎来一个更加广阔
的未来！

3 月 12 日，新华社受权
发布了 2021 年政府工作报
告全文。 与 3 月 5 日李克强
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
式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相比 ，增加了 “大力发展社
会工作”的论述。 社会工作
时隔两年后再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

从没有到写入 ，这一变
化是如何产生的？ 重新写入
“大力发展社会工作” 对社
会工作意味着什么，社会工
作又将如何大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