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20 年，民政
部召 开 加 强 乡 镇
（街道 ） 社会工作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推
进会 ，提出了 “十
四五 ”乡镇 （街道 ）
社工 站 基 本 全 覆
盖的目标

■ 本报记者 王勇

� � 广东省东莞市通过建立东
莞镇街与贵州省铜仁市县区对
口帮扶机制，制定《东莞市结对
帮扶铜仁市社会工作服务方
案》，由东莞、铜仁民政部门牵
头，东莞市 32 个镇街，结对帮
扶铜仁市 10 个区县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 32 个社区，针对脱
贫边缘户和特殊困难群众，开
展社工服务；通过“传、帮、带”
方式， 培养铜仁本土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 推动铜仁社会工作
专业化发展。

创新模式， 推动镇街社区
结对帮扶

以社工服务为协作内容，
采取“东莞社工督导+对口县区
本地社工”的协同服务模式，将
东莞市 32 个镇街分为结对牵
头镇街和协助镇街， 由结对牵
头镇街通过购买服务方式，选
定 1 个东莞社工机构，提供由 2
名社工组成的督导服务， 并由
该社工机构对接铜仁市民政部
门或社工机构， 联动协助镇街
在铜仁市聘请 1 名铜仁当地社
工， 在对口安置区开展 3 个月

的实地服务， 帮助当地社会工
作人员提升专业能力素质，提
高安置点社会治理水平。

“双线 ”联动 ，提升社工专
业化水平

由东莞社工督导带头制定
督导工作方案， 每名东莞社工
至少 2 次实地督导， 总时长不
少于 1 个月， 其余时间通过线
上督导、培训等方式，持续为当
地社工开展督导服务。 铜仁本
地社工配合， 开展社区需求调
研，整理服务对象资料，制定服
务方案， 为安置点的群众提供
政策落实、 社会融入、 能力提
升、资源链接等服务，提高当地
社工的统筹能力、组织能力，优
化社工理念， 更好地服务安置
点群众， 让搬迁群众尽快适应
安置点环境， 融入安置点社区
建设。

细化服务， 惠及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

精心设计项目载体， 通过
开展志愿服务、技能提升、就业
培训等活动， 为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群众提供学习交流平台，

畅通社区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
渠道， 培养社区群众的主人翁
意识。 万山区城南驿社区积极
发动居民投入社区服务， 成立
了 2 支志愿者服务队， 更广泛
地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在“双
减”政策下，打造“同携手·童参
与”儿童友好型社区营造项目，
利用周末时间开展儿童梦想成
长营、志愿服务等活动，共同营
造满足健康成长及天性需求的
儿童友好型社区。

“五社 ”联动 ，持续激活社
区活力

通过组建“社区+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
者+社区自组织” 五社联动模
式，激活社区活力，形成持续
性。 开展社区自组织培育、就
业岗位推荐、妇女手工生计等
服务，帮助搬迁困难群众提高
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脱贫信心
和内生动力， 链接就业资源，
积极开展就业创业帮扶，促进
互帮互助，增强易地搬迁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铜仁市民政局）

广东东莞、贵州铜仁
以社工服务为内容积极探索东西部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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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将从三方面
加强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 � 10 月 16 至 17 日，2021 年度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顺利举行，今年考试报名人数跃
升至 82.9 万， 比上年增长 36%，
创历史新高。 截至目前，我国取
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
人员已达到 66 万余人， 开发设
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超过 44 万
个，各级成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超过 1.3 万家。

11 月 5 日，民政部举行 2021
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民
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司副司长陈军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披露了上述数据。

陈军表示，社会工作者广泛
分布在社会福利、 慈善事业、社
会救助、社区建设、卫生健康、应
急处置、矫治帮教、禁毒戒毒等
众多领域，通过综合运用专业知
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
个人、家庭、组织和社区，整合社
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
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
功能， 已经成为服务保障民生、
加强基层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的
一支重要专业力量。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
大任务中均有出色表现。 比如，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国就有 20
多万名社会工作者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专业
优势， 服务各类人群上千万人次，
心理热线累计服务 200余万人次，

有力服务了抗疫大局。
据陈军介绍，下一步，围绕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还
有三方面打算：

一是完善制度设计。 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今年 9 月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制定有关政策，推动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建设科学化、 制度化、规
范化发展，积极推动社会工作国
家立法，用法律法规明确社会工
作者的职责权利、 规范职业行
为，逐步建立法规政策标准相互
衔接、基本成熟定型的社会工作
发展制度体系。

二是加快人才培养。 会同教
育部门积极发展社会工作学历学
位教育， 加强社会工作学科专业
体系建设， 引导高校社会工作专
业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 加大

城乡社区和相关机构等直接从事
社会服务的人员系统化专业培训
的力度。 不断扩大专业人才队伍
数量，优化专业人才结构。

三是深化服务实践。 围绕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畅通
和规范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
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要求，推动社
会工作在精神卫生、残障康复、教
育辅导、职工帮扶、犯罪预防、纠
纷调解、 应急处置等领域加快发
展， 推动社会工作由注重特殊困
难群体服务向所有有需要的社会
成员延伸， 不断扩大社会工作服
务的受益范围和惠及程度。

据陈军介绍，去年的推进会
召开以来， 民政部加快推进政
策、资金、人才资源在乡镇（街
道）聚合，目前，全国已建成 1.2
万余个乡镇（街道）社工站，3 万

余名社会工作者驻站开展服务。
各地乡镇（街道）社工站紧密围
绕服务困难群众、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需要发挥作用，取得
了积极进展。

一是注重规划引领、打造体
系服务。《“十四五”民政事业发
展规划》明确提出构建县（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按照“有场地、
有设备、有人员、有服务功能、有
工作流程、有规章制度”标准，规
划建设乡镇（街道）社工站。 民政
部办公厅印发专项通知，各地民
政部门积极响应，将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列入当地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民
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纳入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均
出台了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专项政策或实施方案。

二是聚焦“五社联动”、推动
制度创新。 围绕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意见》中关于“创新社区与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
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的要
求，在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中，民政部重点指导地方面向基
层、立足社区，实践“五社联动”
服务机制。 目前，浙江已将“五社
联动”纳入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工程， 内蒙古、湖
北、河北等省、自治区已印发了
实施意见，以社工站为阵地带动
慈善、社工和志愿服务资源向基
层下沉， 服务触角向基层拓展，
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
型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基层治
理创新。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保
障民生。 各地依托乡镇（街道）社
工站把党和政府各项惠民政策
落细落实， 为群众提供专业化、
精细化社会服务，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米”。 比如，广东将“兜底
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打
造为重点民生工程， 截至目前，
累计服务各类民政对象 38387
人， 直接服务 130 万人次。 湖北
在 210 多个乡镇（街道）实施“五
社联动”项目，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 100 余个， 发展社区志愿者
7000 余人，156.8 万人受益，有力
助推了疫后重建工作。 四川把全
省 34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大型社区（村）所在乡镇（街道）
纳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 引入专业社工开展服务，助
力搬迁群众“稳得住、融得进、过
得好”，均取得较好的成效。

� � 2020 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
区民政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的决策
部署， 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基层
治理“1+6”政策体系，联合自治区
党委组织部、财政厅、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全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队
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有力推进城
市社区工作者中持证社工岗位开
发、落实职业津贴。

目前， 全区通过国家统一考
试取得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证书人
员 2752 人，其中城市社区专职工
作者中持证社工 1063 名，占全区
持证社工的 38.8%，已成为推进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的
一支新生力量。

一是明确职业津贴发放标
准。 建立“3 岗 18 级”等级报酬体
系，确定社区“两委”成员工作报
酬结构中，明确助理社会工作师、

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分
别按每月 200 元、300 元、500 元
标准发放，通过全区社区“两委”
换届已全部落实。

二是完善分层分级培训体系。
构建自治区、市、县（区）、街道（乡镇）
分级培训培养机制， 注重利用网络
平台和资源开展线上培训， 鼓励和
支持社区专职工作者参加全国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和学历教育，
提高服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三是建立选任聘任激励措
施。 对新进社区专职工作者原则
上实行公开选聘、依法选举。选任
选聘社区专职工作者时， 同等条
件下应当优先考虑取得全国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或者具有普
通高校社会工作学历的人员。 让
社会工作者成为受到社会尊重、
吸引优秀人才、 实现稳定就业的
工作职位。 （据宁夏回族宁夏回族
自治区民政厅）

宁夏
落实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中持证社
会工作师职业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