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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召开 7·20 河南暴雨
灾害工作支援行动总结会
陈存根出席并讲话

12 月 5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 7·20 河南暴雨灾害社会工
作支援行动总结会在河南浚县
民政局召开，会议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负责人陈存根、副会长刘良
玉、浚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品参与
此次会议。 浚县残联理事长李利
民，浚县王庄镇、小河镇政府民
政所负责人及全体一线队员现
场参会；中社联党办、卫辉市民
政局、专家代表以及部分服务队
队员通过视频方式远程参会。

陈存根对服务在救灾一线
的服务队队员、 督导以及专家
表示崇高的敬意， 衷心祝愿受
灾地区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并希望以此为契机，助推
河南社会工作发展。他表示，今
后将加强联系、团结携手，共同
推进社会工作事业发展， 为河
南省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作出
积极贡献。

中社联心理健康工作委员
会总干事林平光对整个行动进
行了系统汇报， 并提出工作建
议；汇聚（广东）督导团队专家郭
伟信对社工督导内容作了相关
分享；专家代表李敏兰、黄匡忠
在会上作出重要发言；心理社工
专家孙启亮对参加行动的工作
感想作了分享。

12 月 5 日下午，服务队召开
全队集体督导会议，郭伟信从社

工价值观、政府购买服务地区差
异、社工站建设攻略等方面进行
了讲解， 林平光对 7·20 河南暴
雨灾害社会工作支援行动进行
了收队部署。

中社联灾害社会工作服务
队自 9 月 23 日开展工作以来，
围绕心理疏导、文化重建和资源
链接等开展工作， 累计服务 75
天，总计在王庄镇、小河镇、上乐
村镇服务队开展 10 个个案、14
次小组活动、14 次团体活动，受
益人群 4130 人， 充分体现专业
社会工作在灾害救援当中不可
或缺的作用，为河南省的灾后重
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官网）

2021 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浙江省报名工作日
前结束，温州市报考人数再创历
史新高，达到了 1.65 万人。

近年来温州市大力推动社
会工作人才培养， 加强社会工
作队伍建设， 积极动员社会工
作从业人员报考全国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 连续三年每
年报考人数突破 1.3 万。截至目
前 ， 温州市拥有持证社工约
1.75 万人，他们在社会救助、未
成年人保护、乡村振兴、基层社
会治理等领域提供专业化的社
工服务， 打造了一批特色社工
服务品牌， 为助力共同富裕发

挥积极的专业作用。 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站建设，为广大持
证社会工作者提供了更加广阔
的就业、服务平台。 截至目前，
温州市共建成社会工作站 141
个，2022 年将实现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站全覆盖。

（据温州民政）

辽宁省沈阳市积极推进乡镇
（街道）社工站试点建设，目前，沈
北新区已顺利完成 10个乡镇（街
道）社工站试点建设任务。

日前，记者从沈阳市民政局
了解到，为深入落实《辽宁省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和社会救助
服务站项目实施方案》和《关于
印发沈阳市乡镇（街道）社会工
作和社会救助服务站项目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等
文件精神，加快推进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工作，日前，沈阳市
民政局、沈阳市财政局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乡镇（街道）社工
站建设工作的通知，全面提升基
层民政服务能力。

明年年底前所有社工站均
能提供常态化社工服务

通知要求， 各地区要加强组
织领导，提前做好工作部署，充分
调动乡镇（街道）积极性，切实推
进项目落地落实。 2022年 6月底
前，和平区、沈河区、大东区、皇姑
区、铁西区、苏家屯区、浑南区、沈
北新区、 于洪区要实现乡镇（街
道）社工站全覆盖，辽中区、新民
市、 康平县、 法库县要在区、县
（市）政府所在地的街道建设本地
区社工站试点。 到 2022 年年底
前， 上述所有社工站均能为有需
求的居民提供常态化社工服务。
到 2023 年年底前，辽中区、新民
市、康平县、法库县等地区的社工
站要全部建设完成并开展服务。
各地区要形成一批具有品牌示范
效应的优质社工站， 持续带动本
地区社会工作向纵深发展。

2026 年年底前所有驻站社
工均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资质

通知还要求，各地区要做好
经费测算，财政部门要将社工站
项目建设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

算，持续为乡镇（街道）社工站建
设提供经费保障。

鼓励各地区建立多元化投入
机制，在继续使用社会救助服务经
费的基础上， 统筹使用养老服务、
儿童福利、社区建设、社会事务等
民政领域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和相
关业务工作经费，并多渠道筹措资
金，全力支持社工站项目建设。

各地区要积极推动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广泛动
员、鼓励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全
国职业水平考试， 确保到 2026
年年底前所有驻站社工均按要
求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资质。 注重
加强专业教育培训，提升驻站社
工理论水平和实务能力。 规范机
构建设和运营，积极培育、扶持
本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引导优
秀机构承接运营社工站，提升社
工站建设和服务质量。

社工站重点做好养老服务、
儿童关爱保护等服务

通知明确， 各地区要结合实
际，在深入调研、准确把握群众需
求的基础上， 根据购买服务资金
使用方向， 研究确定社工站服务
领域和对象，重点做好社会救助、
养老服务、儿童关爱保护、社会事
务和社区治理等领域服务， 因地
制宜布局建设乡镇（街道）社工站
点，合理配置人才资源。指导社工
站在服务中突出专业特长， 科学
评估服务对象需求， 制定专业服
务计划， 提供灵活多样的综合性
服务，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专业化的服务需求。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规范人员选用标准和选用程
序，加强对社工站和服务人员的
监督管理，制定退出机制、评估
制度，规范推进项目实施。

（据《辽沈晚报》）

浙江温州：
社工考试报考人数创历史新高

辽宁沈阳：
9 城区 2022 年 6 月底实现乡镇（街
道）社工站全覆盖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民政
局积极探索实施“六抓六强”工
作法，有效推进社工人才队伍建
设培育壮大。 截至目前，铜仁市
有社会工作人才 2986 人， 其中
持证社会工作人才 89 人， 助理
社会工作师 46 人， 社会工作师
43 人，有 15 家社会工作机构。

抓政策创新，强基础
联合市委组织部等 19 部

门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
铜仁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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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出台了《铜仁市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站项目实施方案》。 通过建立完
善政策方案， 为全市社工人才
队伍建设发展壮大奠定好基
础，开启新征程。

抓岗位开发，强待遇
积极与人事、编办等部门对

接，通过合理开发和设置专业岗
位，按照人岗相适原则，全面落
实社工人才职级晋升和薪酬待
遇，切实打通了全市社会工作人
才的发展通道，进一步激发了社
工人才的参与积极性，现全市民
政系统已设置专业技术岗位 189
个，目前已聘社工岗位 17人。

抓项目实施，强平台
依托“牵手计划”、“三区计

划”和“社工黔行”等服务项目，通
过购买服务和设立社工站等方
式， 目前铜仁市已建成 1个市级
社工指导中心、13个乡镇社工站、
2个社区社工室，市、县、乡、村（社
区）四级社工平台初步形成。 社工
站重点聚焦社会救助、 养老服务
和儿童关爱三项民政主责主业，
深入开展个案、小组、社区等服务
500余次，累计服务群众 14000人
次以上， 社工人才在社会服务领
域的聚集效能逐步凸显， 为社工
人才实践提供良好的工作平台。

抓莞铜协作，强质量
抢抓莞铜东西部协作契机，

通过东莞选派社工督导采取
“传、帮、带”方式，帮助我市积极
培育社工人才，提升社工人才专
业技术水平， 提升服务质量，目
前东莞市 32 个街道结对帮扶铜
仁 32 个易地搬迁安置点社区，
帮助建成 32 个社区社工室，已
培养铜仁本土社工专业人才 32
名， 举办线上线下社工培训 3
次，参训人员达 300 人，提供帮
扶资金 60 万元。

抓资格考试，强队伍
下发《铜仁市民政局关于鼓

励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参加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通知》，
动员民政干部参加社会工作者
职业考试，为参考学员提供线上
线下免费培训，凡报名参加考试
的工作人员，购买的学习教材和
辅导教材费用、考试报名费以及
往返贵阳考试的交通费、住宿费
凭发票由所在单位给予报销。获
得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单位可
依据有关规定给予一定的奖励。

抓主题活动，强宣传
联合社工机构开展国际社工

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广场、社区、
闹市区等通过社工向群众现场普
及社工知识、 展架展示社会工作
知识、发放社工宣传资料、开展关
爱老人志愿服务活动等方式开展
主题宣传活动， 让全社会了解社
会工作知识， 提升社会对社会工
作的认知， 同时也鼓舞了全市社
会工作者在助力乡村振兴、 服务
社会、服务群众中发挥积极作用。

铜仁市到 2025年，争取发展
社工类社会组织 30家，争取持证
社工人才达到 500人以上， 各类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到 8000人。
所有乡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村
（社区） 都有社会工作者提供服
务，全面建成市、县、乡、村（社区）
四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据铜仁市民政局）

贵州铜仁：
“六抓六强”工作法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开启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