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57万人———这是当前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的总体规模， 这个数据是 15 年前

的 7.85 倍。 15 年来，各级民政部门紧跟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
建设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部署， 积极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集
中、协调、调动各方资源，走出了一条提高为民服务能力与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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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助力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提升纪实

扎根基层 “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中找准位置

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作出“建设宏大的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的部署，标志着
社会工作开始从单一学科蜕变
为专门职业，正式进入专业化、职
业化发展的轨道。 2010 年 6 月，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颁布，社会工作
人才跻身国家 6 支主体人才行
列。 在中组部、民政部等 18 部门
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特
别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配备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 同时给社会工作
人才指出了城乡社区、 社会福利
机构、社会组织、相关行政部门和
群团组织等 4大用武之地。之后，
相关配套文件相继印发， 我国社
会工作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等
制度体系逐步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工作
人才作为社会建设和基层工作
的有生力量有了更大发展空间。
国办印发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民政
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政府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
两份文件规范了购买服务的承
接主体、购买内容、购买机制、资
金和绩效管理等内容，为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争取了资金保
障。 2014 年，民政部还印发专门
文件，从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支持保障体系等方面推动社
工服务机构发展。

与此同时，多项利好政策也
引导着社工人才参与到基层治
理和服务之中。 中办、国办印发
的《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
建设的意见》提出，发挥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在乡镇公共服务供
给中的作用。 这为社工扎根基层
提供了重要支持。 民政部门积极

落实中央部署， 联合有关部门，
出台配套政策，引导社工人才参
与社会救助、社会治理、困境老
人、留守儿童等群体的服务等多
个领域。 2014 年颁布的《社会救
助暂行办法》要求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发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
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提供社会融
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专业服
务。 之后，民政部、财政部出台的
《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
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和民政部等 4
部门出台的《关于积极推行政府
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
服务能力的意见》则进一步指导、
规范了社工的服务方式和工作机
制， 为社工参与基层民政工作敞
开大门提供支持。 同时， 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定》《关于加强和完善
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国务院关
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文
件，都明确了社会工作参与。

党的十九大以来， 针对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不接地气、 缺乏服
务平台、缺少稳定项目等问题，一
方面， 社会工作参与开始在法律
层面有了新保障。 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规定， 地方政府应当
培育、 引导和规范社会工作者参
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提供家庭
教育指导，未成年人心理辅导、康
复救助、 监护及收养评估等专业
服务。同时，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
社会工作者参与涉及未成年人案
件中，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预、法律
援助、社会调查、社会观护、教育
矫治、社区矫正等工作。 此外，反
家庭暴力法、 社区矫正法等法律
法规也将社工纳入其中； 另一方
面， 民政部在全面推进加强基层
民政工作的背景下， 将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作为增强基层民政服务
能力的可行路径来谋划、 推进。
2020年 10月，加强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提出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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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
广大社工把社工站作为施展才
华、展现价值的广阔舞台，像种子
一样扎根基层沃土， 链接磅礴的
社会力量， 与基层民政一起形成
服务群众的合力， 输出专业优质
的服务， 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有温
情、更有品质、更有尊严。

重心向下 补齐制约民政
事业发展的短板

长期以来，基层民政力量薄
弱是基层民政事业发展的短板
与痛点。 随着民政工作对象扩
大、业务拓展、标准提升，这种
矛盾显得更为突出。 如何真正
做到重心向下、力量下沉，更精
准更有力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 成为各级民政部门探索的
重要课题。

2016 年时，在经济发达的珠
三角之外，仅占广东面积三分之
一的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却集
中了广东当时所有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 85%以上的民政服务对
象，基层民政工作的压力可想而
知。 为此，广东省提出“双百计
划”，依托街镇，以自愿申报为原
则，在这些地区资助建设、运营
镇（街）社工服务站，为基层民政
工作注入有生力量。

2017 年 7 月，“双百计划”正
式启动以来，1737 名社工融入
407 个乡镇的民政工作队伍，以
“用脚画地图”的方式熟悉社区，
为各类民政服务对象提供精神
慰藉、资源链接、能力提升、关系
调适、 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协
助对困难群众进行全面核查，为
48 万人建档立卡，服务 732 万人
次，链接慈善资金 2000 多万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社工依托对
困难群众需求全面精准的掌握，
协助 12000 多名困难群众享受到
了各部门的帮扶政策，将民政惠
民政策主动送入千家万户。 社工
成为基层民政部门主动发现、链
接资源、精准帮扶，织密织牢困

难群众保障网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 中部省份湖南也

在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探索。 据当
时的一项调研显示， 湖南每名乡
镇民政干部直接服务 1940 名民
政服务对象，基层民政在“缺人缺
钱缺能力”的情况下负重坚守。

2018年， 湖南开始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委托社工机构运营的方
式建设乡镇社工站，缓解基层民政
负担重的问题。 通过完善服务标
准、孵化社工机构，组建培训督导
专家库，开发在线教育培训系统等
举措解决人和能力的问题。

几年中， 为基层民政工作孵
化了 350 多个社工机构伙伴，培
育了 6300多名专业社工。社工站
的服务内容也向社区建设等民政
服务的各个领域拓展，培育了 230
多万名志愿者、3000 多个社区社
会组织，推动全省村（社区）修订
完善村规民约，健全“微协商”等
机制。 社工以专业能力助推了民
政服务效能多方面、深层次提升。
鱼米之乡的湖南将社工站建设取
名为“禾计划”，寓意着青青小禾
扎根三湘大地，服务基层，蕴藏着
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 探索一条
基层民政能力建设和社会工作本
土化、中国化的湖南道路。

此外， 各地也都从不同侧面
引导社工人才参与基层民政服
务。河北发挥社工专业优势，倾心
用力服务农村困境留守儿童；江
苏壮大基层社工队伍， 助推农村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筑梦未来 提档升级社工
队伍专业化水平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
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
见》，又一次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和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提出
了要求。新春伊始，各级民政部门
迅速行动起来， 以乡镇社工站建
设为载体， 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

规划是事业发展的重要引

领。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要按
照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和推
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融合
发展的思路制定完善相关规划。

“2021 年至 2023 年，湖南省民政
厅将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湖南
民政‘精准救助、医养康养、三治
融合、温情服务’四个先行区建
设中的积极作用，持续强化社会
工作对基层民政工作的人才支
撑和专业支撑。 到 2023 年末，将
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
丰富基层经验的社工人才队伍，
建成一批覆盖各类特殊群体和
多项民政业务的综合服务平
台。 ”湖南省民政厅社工处相关
同志告诉记者。

专业化是社会工作可持续
发展的生命线，专业社工人才是
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的关键。
广东省将“双百计划”升级为“双
百工程”后，将整合乡镇（街道）
聘用的社工、残疾人专职委员和
社会救助经办人员近 8000 人，
再分两年新招聘 2 万余人。 为了
保证这支庞大队伍的专业性，广
东将从源头上严格社工的招聘
管理，把好入口关。 进来之后，一
手抓业务督导， 一手抓专业培
训，要求每名督导人员每月每站
至少督导 1 次，每次至少督导 16
小时；并要求地市要为本地区每
名社工开展不少于 15 小时的岗
前培训、 每年不少于 48 小时的
专业培训。 此外，广东还将加强
社工人才薪酬待遇保障，推动出
台持证社工薪酬管理办法，同
时，努力拓宽社工人才的发展渠
道，让他们安心扎根一线，实现
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

服务优是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和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的终极
目标。要实现服务优，既要立足民
政，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
开展服务；也要整合多方资源，形
成为民服务合力。 广东将一方面
以服务为核心， 做到社工上岗即
服务，采取入户探访等方式，以社
区为载体，家庭为单位，及时制定
服务计划，列出服务清单，跟踪服
务结果，将服务做进群众家里、邻
里、心里。 另一方面，将整合作为
前提，有效整合民政、妇联、残联
等部门的资源、经费、窗口、人员、
服务对象，实现系统化、综合化、
集约化服务。

在推进过程中，也需要因地
制宜，把握好速度、力度、范围和
方式。 湖南民政厅社工处的一位
同志告诉记者：“湖南将要求全
省基层社工站完成从以基层民
政经办服务为主的 1.0 版本逐步
向整合民政资源，发展专业服务
的 2.0 版本升级， 有基础的地区
可以向专业基层社会服务平台
的 3.0 版本升级。同时，按照三年
三步走的原则加强示范创建，通
过在每个市设立示范县、每个县
设立示范站，使得各地既可以因
地制宜开展针对性专业服务；也
使社会工作发展相对滞后的地
区在发展和规范服务时有样可
学、有章可循。 ”

经过 10 余年的探索，社会工
作在基层民政服务中找到了平
台， 也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提升
增添了新动力， 助推了民政事业
高质量发展。 （据《中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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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广东当时所有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 85%以上的民政服务对
象，基层民政工作的压力可想而
知。 为此，广东省提出“双百计
划”，依托街镇，以自愿申报为原
则，在这些地区资助建设、运营
镇（街）社工服务站，为基层民政
工作注入有生力量。

2017 年 7 月，“双百计划”正
式启动以来，1737 名社工融入
407 个乡镇的民政工作队伍，以
“用脚画地图”的方式熟悉社区，
为各类民政服务对象提供精神
慰藉、资源链接、能力提升、关系
调适、 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协
助对困难群众进行全面核查，为
48 万人建档立卡，服务 732 万人
次，链接慈善资金 2000 多万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社工依托对
困难群众需求全面精准的掌握，
协助 12000 多名困难群众享受到
了各部门的帮扶政策，将民政惠
民政策主动送入千家万户。 社工
成为基层民政部门主动发现、链
接资源、精准帮扶，织密织牢困

难群众保障网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 中部省份湖南也

在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探索。 据当
时的一项调研显示， 湖南每名乡
镇民政干部直接服务 1940 名民
政服务对象，基层民政在“缺人缺
钱缺能力”的情况下负重坚守。

2018年， 湖南开始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委托社工机构运营的方
式建设乡镇社工站，缓解基层民政
负担重的问题。 通过完善服务标
准、孵化社工机构，组建培训督导
专家库，开发在线教育培训系统等
举措解决人和能力的问题。

几年中， 为基层民政工作孵
化了 350 多个社工机构伙伴，培
育了 6300多名专业社工。社工站
的服务内容也向社区建设等民政
服务的各个领域拓展，培育了 230
多万名志愿者、3000 多个社区社
会组织，推动全省村（社区）修订
完善村规民约，健全“微协商”等
机制。 社工以专业能力助推了民
政服务效能多方面、深层次提升。
鱼米之乡的湖南将社工站建设取
名为“禾计划”，寓意着青青小禾
扎根三湘大地，服务基层，蕴藏着
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 探索一条
基层民政能力建设和社会工作本
土化、中国化的湖南道路。

此外， 各地也都从不同侧面
引导社工人才参与基层民政服
务。河北发挥社工专业优势，倾心
用力服务农村困境留守儿童；江
苏壮大基层社工队伍， 助推农村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筑梦未来 提档升级社工
队伍专业化水平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
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
见》，又一次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和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提出
了要求。新春伊始，各级民政部门
迅速行动起来， 以乡镇社工站建
设为载体， 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

规划是事业发展的重要引

领。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要按
照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和推
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融合
发展的思路制定完善相关规划。

“2021 年至 2023 年，湖南省民政
厅将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湖南
民政‘精准救助、医养康养、三治
融合、温情服务’四个先行区建
设中的积极作用，持续强化社会
工作对基层民政工作的人才支
撑和专业支撑。 到 2023 年末，将
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
丰富基层经验的社工人才队伍，
建成一批覆盖各类特殊群体和
多项民政业务的综合服务平
台。 ”湖南省民政厅社工处相关
同志告诉记者。

专业化是社会工作可持续
发展的生命线，专业社工人才是
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的关键。
广东省将“双百计划”升级为“双
百工程”后，将整合乡镇（街道）
聘用的社工、残疾人专职委员和
社会救助经办人员近 8000 人，
再分两年新招聘 2 万余人。 为了
保证这支庞大队伍的专业性，广
东将从源头上严格社工的招聘
管理，把好入口关。 进来之后，一
手抓业务督导， 一手抓专业培
训，要求每名督导人员每月每站
至少督导 1 次，每次至少督导 16
小时；并要求地市要为本地区每
名社工开展不少于 15 小时的岗
前培训、 每年不少于 48 小时的
专业培训。 此外，广东还将加强
社工人才薪酬待遇保障，推动出
台持证社工薪酬管理办法，同
时，努力拓宽社工人才的发展渠
道，让他们安心扎根一线，实现
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

服务优是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和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的终极
目标。要实现服务优，既要立足民
政，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
开展服务；也要整合多方资源，形
成为民服务合力。 广东将一方面
以服务为核心， 做到社工上岗即
服务，采取入户探访等方式，以社
区为载体，家庭为单位，及时制定
服务计划，列出服务清单，跟踪服
务结果，将服务做进群众家里、邻
里、心里。 另一方面，将整合作为
前提，有效整合民政、妇联、残联
等部门的资源、经费、窗口、人员、
服务对象，实现系统化、综合化、
集约化服务。

在推进过程中，也需要因地
制宜，把握好速度、力度、范围和
方式。 湖南民政厅社工处的一位
同志告诉记者：“湖南将要求全
省基层社工站完成从以基层民
政经办服务为主的 1.0 版本逐步
向整合民政资源，发展专业服务
的 2.0 版本升级， 有基础的地区
可以向专业基层社会服务平台
的 3.0 版本升级。同时，按照三年
三步走的原则加强示范创建，通
过在每个市设立示范县、每个县
设立示范站，使得各地既可以因
地制宜开展针对性专业服务；也
使社会工作发展相对滞后的地
区在发展和规范服务时有样可
学、有章可循。 ”

经过 10 余年的探索，社会工
作在基层民政服务中找到了平
台， 也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提升
增添了新动力， 助推了民政事业
高质量发展。 （据《中国民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