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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全国“社工站”建设大步推进

社工行业积极参与

实际上，很多地方很早已经
在乡镇（街道）设立社工站，只是
名称上并不一定叫社工站。

湖北省实施的“爱满荆楚”
项目就是如此。

2019 年 8 月 13 日上午，由
湖北省荆州区民政局、 荆州区
郢城镇主办， 郢城镇凤鸣社区
和武汉市逸飞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承办的荆州区“爱满荆楚”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暨社
区治理创新培训会” 在荆州区
举行。

该项目旨在打造一个以社
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本土社工
人才和服务机构、促进志愿服务
发展和社区创新治理为目标，项
目以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村社
社会工作室为主体，联系、配置、
运转各类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其
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
作用，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
社区治理格局。

陈兰兰说，“爱满荆楚”项目
是由街道（乡镇）在社区设立社
工室， 通过财政购买服务的方
式，社工服务中心承接业务再派
出社工执行， 接受街道领导，相
当于公建民营。

“之前，没有统一叫‘社工
站’，但业务还是由社工执行。 现
在就是把之前很多工作都整合
进来，‘社工室’‘社工服务中心’
等统一成为‘社工站’，并且在街
道（乡镇）进行数量上扩展。 目
前，武汉市中心城区街道级基本
都建立起了社工站，实现了全覆
盖。 ”陈兰兰对《公益时报》记者

表示。
陈兰兰说，武汉很早就实现

了“一社区一社工”。 社工站的建
立将会激励更多持证社工参与
到社工站的服务。

2020 年 5 月份，陈兰兰所在
的社工服务中心承接了一批为
期一年的项目， 今年 5 月 31 日
即将到期， 项目结项后会有 10
多个社工退出项目，陈兰兰表示
将赶紧尝试接触社工站购买项
目服务。

多地行动大力推进

据《公益时报》记者统计，目
前，黑龙江、甘肃、四川、青海、湖
北、 河南等省已经积极行动，制
定实施相关政策，大力推进社工
站建设。

2020 年 11 月 27 日，河南省
民政厅发布《河南省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实施方案》
（试行），明确乡镇（街道）社工站
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提出要用
3 至 5 年时间，推进全省乡镇（街
道）社工站全覆盖，实现“一县
（区）一中心，一乡镇（街道）一站
点，村（社区）都有社工服务”。

2020 年 12 月 22 日，云南省
民政厅联合 19 部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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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以现有乡镇（街道）社会救助助
理员、村（社区）社会救助协理员
为骨干，组建乡镇（街道）社会工
作服务站，各地加强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 2021 年 6
月底前，云南省乡镇（街道）社会
工作服务站全覆盖。

2021 年 1 月 20 日，内蒙古

自治区民政厅联合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等 16 部门和单位出台
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加强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
励保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 力争到 2025 年，
实现全区苏木（内蒙古乡级行
政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
点基本覆盖，每个苏木乡镇（街
道） 和城乡社区均配备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

2021 年 2 月 24 日， 河北省
民政厅印发《推进全省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点项目建设
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21 年底，
河北每个市至少 2 个县（市、区）
开展乡镇（街道）社工站点项目
试点，并取得初步成效。 到 2025
年底，河北省乡镇（街道）社工站
点实现基本覆盖，区县、镇街、村
居的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基
本形成。

2021 年 3 月 2 日，湖北省民
政厅出台《关于促进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发展的通知》， 要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推进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力
争到 2021 年底、2022 年底、2023
年底， 全省分别有 30%、50%、
7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立社
会工作服务站， 到 2024 年实现
全覆盖。

2021 年 3 月 13 日， 青海省
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的实施方案》（简称 《实施方
案》），首次提出在乡镇（街道）
设立社工站，村（社区）设立社
会救助协理员， 有效解决基层
能力不足的问题。

2020 年 3 月 16 日， 第六届
“北京社工宣传周” 披露， 截至
2020 年底， 北京共有 7.5 万名社
工专业人才、3.6 万名持证社工、

887 家社工机构。 到 2023 年，北
京将基本实现全市街道（乡镇）
社会工作站全覆盖的建设目标。

2021 年 3 月 25 日， 黑龙江
省民政厅召开全省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工作动员
会。 明确各市（地）、县（区）民政
部门要全面建立乡镇（街道）社
工站，要求从各级社会救助专项
经费中，按当年筹集社会救助专
项资金的 2%统筹安排政府购买
社会工作服务资金。

2021 年 3 月 29 日， 甘肃省
民政厅印发《甘肃省乡镇（街道）
设立省级示范社会工作服务站
实施方案》， 明确省级示范社工
站按照每个站点 25 万元资金标
准运行， 提出 2021 年在全省设
立 50 个省级示范社工站。

2020 年 3 月 26 日，四川省
民政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四川
省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工作方案》，启动社会工作服务
体系建设试点。 目前，四川省已
确定成都市锦江区等 50 个县
（市、 区） 作为首批试点县，承
担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任务。

创新方式保障社工站建设

根据《公益时报》记者观察，
各地社工站建设正以创新方式
积极实施推进，资金保障方面财
政资金列支、福彩公益金、专项
服务资金、社会救助购买服务资
金等均在其列。

云南在《实施意见》中鼓励
和支持条件成熟的乡镇（街道）
设立民办非企业法人性质的社
会工作服务站; 鼓励有条件的城
乡社区培育支持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发展，设立民办非企业法人
性质的社会工作服务站，使用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

内蒙古要求综合利用苏木
乡镇（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社区
服务中心等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建立苏木乡镇（街道）和城乡社
区社会工作站点， 通过直接聘
用、购买服务或加强现有人员社
会工作知识能力培训等方式配
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湖北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依
托农村福利院，将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服务站与乡镇（街道）志
愿服务站、慈善服务基地、社区
社会组织联合会、社区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建设统筹推进。

甘肃《方案》指出，服务费用
按照省、市（州）、区（县、市）三级
配套。 社工站社会工作服务购买
主体为市（州）民政局或县（市、
区）民政局，鼓励乡镇（街道）自
行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购买主体
负责本区域设立社工站实施细
则的制定，负责购买社会工作服
务的招标和活动实施。

河南《方案》 指出，“社工
站”在强化资金保障方面，各级
民政部门社工站项目经费从困
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福彩公益
金、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等资金中
统筹安排，其中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按照不高于 2%安排购买
社工服务项目，市级对每个社工
站服务项目补助经费不少于 5
万元。

� � 梅县区新城社会工作服务站开展“情暖童心、守护留守儿童”志愿
服务活动

社工在社区开展服务

� � “再过两月，去年疫情承接项目即将结项，我们正在接触街道‘社工站’，进行项目对接。 ”湖北省武汉市逸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陈兰兰表示。

陈兰兰所称的“社工站”是社会工作者在乡镇（街道）开展社会工作的基层综合性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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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纪恒部长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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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财政预算、社会救助专项经费、彩票公益金、慈善资金投入等多
元方式，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供经费保障。

此后，各省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进社工站的建设。 进入 2021 年，社工站建设正加速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