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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根一行参访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太仓)研讨交流会

“� � 4月26 日，为期 4 天的‘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全面
开启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走进江

苏主题交流活动开启。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换届负责人陈存根、 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京、副会长刘良玉等一行，先后走访江苏省苏州市的昆山市、
太仓市，南京市，调研社会工作发展情况。 江苏省社会工作协会
会长晏翠耀、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李新京、副会长兼秘书长
沈小平、 天津社会工作协会会长杨丽荣、 副会长兼秘书长孟广
伟、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王政等同行。

■ 本报记者 于俊如

陈存根一行调研江苏社会工作发展情况

首站昆山市：
大力推进社区发展基金设立

4月 26日上午， 作为本次调
研活动的第一站昆山市，近年来大
力推进社区发展基金设立，通过做
大做强社区发展基金，汇聚更多的
社会力量， 充分发挥慈善事业第
三次分配的作用，完善多层次、多
梯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在昆山市民政局党委书记、
局长陈鲁勇， 副局长宋桂兰的陪
同下，先后调研了昆山慈善大楼一
楼服务大厅，了解昆山市社区发展
基金情况及“慈善+社工+志愿者”
的社会服务模式；亭林办事处采莲
社区的亭林公益坊，考察了解社工
站建设的基本情况；以及张浦镇金
华村的金华村五彩益家（社工室）。
据介绍， 昆山市通过整合现有的

“公益坊”“五彩益家”“互助空间”
等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建设昆山特
色的社工服务站（室），持续增强社
会工作专业作用和服务成效，打造
汇聚各种社会公共资源的基层为
民服务平台。

在下午的社会工作参与社
会治理（昆山）研讨交流会上，宋
桂兰作了“提升社会工作水平
助力城乡社区治理” 的工作报
告，介绍昆山市社会工作发展的
基本情况、发展成效及下一步工
作打算，并对昆山的社会工作参
与社会治理情况及社工人才发
展路径进行讨论。

刘京充分肯定昆山市社会
工作发展成效，并指出，社会工
作应发挥其“解决、预防、发展”
功能，为美好社区建设提供整体
解决方案。 昆山作为经济发展最
强县市，应继续发挥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在社会服务、社会治
理中的积极作用， 完善党委领
导、政社合作、多方协同的社会
工作运行机制，打造社会治理的
昆山样板。

第二站太仓市：
切实把社会工作做到基层

4 月 27 日上午，陈存根一行
来到太仓市， 在太仓市政府副市
长顾建康，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黄海，副局长周红亚的陪同下，先
后调研走访了太仓市老年大学、
规划展示馆、娄东街道景瑞社区、
社区和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太仓市着力推进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建设， 以“政社互动”和
“三社联动”为主要抓手，以“政
策扶持、人才引领”为主导，通过

“民政牵头、 部门协作、 资金引
导、社会参与”等方式，完善社会
工作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工
作人才培育体系，推进全市社会
工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下午的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治理工作（太仓）研讨交流会
上，太仓市政府副市长顾建康作
了题为《汇聚社工力量、创新社
会治理》的情况介绍。 从四个方
面，介绍了太仓社会工作事业推
进情况：

1.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政策
扶持筑引擎；2. 引育专业人才，
优化社工队伍促合力；3.规范购
买机制， 拓宽服务领域强发展；
4.探索创新发展，助力社会治理
显成效。

作为太仓市的代表性项目，
太仓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
治理科科长顾群丰、太仓市瑞恩
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陈维佳、太仓市德颐善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总干事孙陈分别就“邻
里家园”社区社会工作项目、“瑞
翼飞扬”学校社会工作项目、“颐
养金仓”养老社会工作项目做了
专题分享。

对此，刘京表示从学校到社
区，太仓的社工切实把社会工作
做到了基层，社工的专业能力也
得到充分的发挥。 社工就像医
生，是解决、预防和发展，过去做

得更多的事情是解决看得见的
问题，比如残障、低保、社会救助
等，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
的太仓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在
社会治理方面更多地应该着眼
在社会矛盾的预防上。 我国虽然
已经有 150 万的专业社工，但是
对于整体的社会发展来讲，社会
工作还处于探索的发展阶段。 希
望像太仓的社会工作发展经验
能得到推广，尤其是在政府层面
对社会工作的引领发展。

最后，陈存根对太仓社会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表示，太
仓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工
作， 坚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不
断改革创新， 建立完善机制，引
育人才壮队伍， 强化实训提能
力，积极探索并规范社会工作参
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建立了专业
队伍，做出了工作成绩，创造了
实践经验， 形成了完整体系，整
个社会工作蓬蓬勃勃，走在了全
国前列。

陈存根重点指出：
1.要加强宣传，提高社工认

可度。 社会工作在现代社会治理
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是一项崇
高而受社会广泛尊敬的职业。

2.要探索创新，提高社工规
范性。 发挥太仓社会工作的示范
引领作用，逐步建立并完善社会
工作的工作规范和技术标准。

3.要全面推进多措并举，争取
全社会对社工支持度。 可以探索
研究逐步将社会工作经费纳入地
方财政一般性预算， 加强部门统
筹协调力度， 推动太仓社会工作
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4.要加强联动合作，增强社
工协调性。 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
调联动并形成机制，畅通并规范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保证社会工作顺利开展，为全面
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做出社工的应有贡献。

第三站：
江苏省人民医院、如愿社工村

4 月 28 日上午，陈存根一行
在调研走访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社
工服务站之后，参加了“2021医疗

救助与医务社工高质量发展论
坛”，该论坛由《公益时报》社、江
苏省社会工作协会、 江苏省人民
医院共同主办，轻松集团协办，围
绕“医疗救助与医务社工”这一主
题展开。 论坛现场，作为主办方，
《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江苏省
社会工作协会会长晏翠耀、江苏省
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院长赵俊分别做了致辞。

与此同时，来自湖北省武汉
儿童医院社会服务部主任肖翠
萍， 河南省胸科医院社工部主任
刘雅敏， 江苏省人民医院社会工
作办公室副主任金妍艳， 宁波市
社工协会医务社工专委会主委、
宁波市健康家园公益服务中心主
任吴滨滨， 以及北京微爱公益基
金会执行理事长、 社工人才发展
基金执行主任王政分别就医务社
工的工作经验做了主题分享。

为了更加系统的从政策引
导、人才建设、职业化专业化发
展等角度推动医务社会工作发
展，论坛现场，《公益时报》社联
合江苏省社会工作协会、北京市
社会工作者协会、天津社会工作
协会、 浙江省社会工作师协会、
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米公益服
务中心等单位， 共同携手发起
“医疗救助与医务社工协作发展
计划”。 另外，《公益时报》社将于
今年 10 月正式启动第二届“寻
找最美医务社工”活动，在论坛
现场，举行了最美医务社工专家
委员会聘任仪式。

28 日下午，陈存根一行调研
走访了“如愿社工村”。“如愿社
工村” 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正式
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牌坊村
揭牌，是全国首家以“社会工作”
为主题的村。

走访完社工村后，一行人与
南京红叶社会工作服务社理事
长张伟、南京江宁星火社工事务
所总干事薛秋艳、南京市江宁区
江宁街道黄龙岘村党支部书记
唐国庆、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
牌坊村村民潘超等人，就“社会
工作助力乡村振兴”进行交流。

刘京分享了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关于美好社区项目的建
设构思与发展，并指出“社工既

是专业又是职业”， 社工的整合
资源能力比拥有资源更有价值。

最后，陈存根对“如愿社工
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
表示，“如愿社工村”工作主题鲜
明，社工参与乡村治理；工作任
务明确， 社工助力乡村振兴；工
作要求具体， 让村民得到实惠。
具有开放性、时代性、实践性、有
效性、可复制性等特点。

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如意社
工村有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乡村振兴是在原有基
础上的升华、提升，呼唤社会工
作，需要社工的专业性。

第二， 乡村振兴需要做什
么，社工就做什么，而不是我要
做什么，远远突破了社工原有的
概念和范畴。

第三，社工介入加快了乡村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 陈存根也指出，
当前包括社工村在内的社工，还
需要加强社工专业不可替代性
的典型案例、专业技能、实践经
验等具体化的总结宣传，特别是
推动理论和实践更紧密地结合，
进一步凸显中国社工的特色。

第四站苏宁：
探讨企业参与社会工作

4 月 29 日上午，陈存根一行
来到了苏宁集团总部调研走访，
并进行了“企业参与社会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座谈会。 苏宁控
股集团党委常务副书记、苏宁易
购集团副总裁马康介绍了苏宁
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做的一些
尝试与探索，以及在乡村振兴等
方面的布局与思考。

陈存根在肯定苏宁所作的
企业社会责任成果之后，重点强
调了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社会
治理方面的作用， 通过服务社
区，深耕基层，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解决老百姓中个体千
变万化的矛盾纠结，满足老百姓
中个体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更
加彰显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和党的温暖，从而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