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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急难愁盼” 需求
响应的前哨站

社工站是政府与城乡居民
的连接者，反映居民需求、传递
社会服务。太仓纵横联通的社工
站服务体系能对服务需求做出
快速反应。

一是编织一个居民需求发
现网络。整合社区社工室驻点社
工、网格员、楼栋长、村（居）民小
组长等基层自治队伍人员力量，
明晰 16 类特定人员的“自画像”
特征，辅助其精准识别社区服务
对象、 即时上报居民服务需求。
社工站驻站社工同步开展外展
服务，在走访中自主发现服务需
求，将问题哨所前移。

二是建立一个快速响应网
络体系。成立了市社会工作服务
指导中心，研制了“城乡社区社
会工作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居
民需求信息直达平台，按照“中
心派单-社工站接单-驻站社工
服务”的标椎化流程进行处理。

三是形成一个联合服务行
动计划。教育、公安、司法等部门
整合服务资源和力量，驻站社工
同社区儿童主任、司法矫正社工
等建立联合服务行动计划，同步

为服务对象提供多维度的服务，
形成相互补位、信息共享的服务
格局。

二、 整合服务资源的
枢纽站

社工站承担着协同整合各
方力量进行有效服务和社区治
理的职能。太仓市社工站横向联
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基层自
治队伍，纵向联通市级社会工作
服务指导中心和 157 个社区社
工室，充分发挥了社会工作服务
枢纽站功能。

一是整合需求信息基础资
源。联合民生管理部门共同梳理
确定了重点服务人群，共同确定
乡镇（街道）社工站驻站社工服
务的 12 类特定走访服务对象和
4 类临时走访服务对象，明确了
重点服务人群底数。汇聚特殊群
体服务实务性经验和专业性要
求，形成为民服务标准。

二是整合服务政策优势资
源。 编印了《太仓社会工作民生
服务政策汇编》， 汇集部门服务
特殊领域人群的惠民政策，提升
驻站社工资源链接能力。汲取社
会组织在服务特殊人群中的实
务经验，组织编印了《特殊服务

人群个案服务指引》《特殊服务
人群小组服务指引》 等丛书，形
成社工服务本土化教材。

三是整合服务领域延伸资
源。 依托“社创交易所”平台，举
办了市级层面的乡镇（街道）社
工站建设项目发布会，为优秀社
工机构提供推介机会。目前 7 个
社工机构承接了社工站项目，共
80 余名驻站社工完成派驻，购
买服务金额近 1000 万元。 太仓
市以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实体
化运作来展现社会工作融入社
会治理的专业化效能，推动开展
社会组织联合公益创投项目，激
发部门参与社区社工服务项目
的动力，持续撬动扩大购买社工
服务的发展意愿。

三、 立体关怀群众的
便利站

社工站提供综合化服务，实
施全方位、立体化关怀，深层次
回应居民的发展需求。

一是整合服务功能。 推行
“一站两馆”， 建立“邻里社团
馆”，聚焦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
主要任务是为社会组织提供党
建指导、孵化培育、项目开发、资
源链接等四项基础服务； 建立

“邻 里 生 活
馆”， 聚焦社
工专业服务，
主要任务是
通过个案和
小组服务方
式为区域内
有需要的个
人和群体提
供服务，精准
对接群众需
求、切实解决
群众困难。

二是整
合服务队伍。
推行“1 长 N
团”， 社工站

设站长 1 名，由镇、区（街道）民
政办负责人兼任， 负责日常指
导、协调、统筹和监督。“邻里社
团馆” 由 1 个项目团队运行，

“邻里生活馆”由 1-3 个项目团
队运行。 项目团队以乡镇（街
道）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承接机
构派出社工组建而成， 服务经
费全部由乡镇负担，基本上是按
照每名社工每年 12 万元的标准
进行核拨。

三是整合服务流程。“邻里
社团馆”立足于社会组织发展需
求，按照“孵化申请-考察审核-
入驻孵化-成长出壳” 规范程
序， 指导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激
发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邻里
生活馆”立足于为社区特殊群体
提供专业服务，实现从居民需求
到社工服务的“一网”全流程线
上流转，按照“初步评估-评定
等级-制订方案-执行方案-追
踪辅导” 社会工作服务流程，实
现了全闭环管理、 全过程监控、
全服务留痕， 积极回应群众需
求，提升了服务综合效能。

四、 专业赋能服务的
加油站

社工站是以专业社会工作
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服务机构，高
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人才是重
要组织支撑。

一是聚力社工人才引育。按
照社工“成长、成才、成家”的阶
梯式发展脉络，构建专业化培育
体系，相继出台《关于加强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
作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成立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办公室，持
续完善社工人才引育、社工岗位
开发、社工岗位补助、社工人才
薪酬待遇等机制。社会工作人才
引育为乡镇（街道）社工站培养了
一支本土化的优秀专业社工队
伍，目前乡镇（街道）社工站汇聚
了江苏省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3

名、全国百名社工人物 3名、太仓
领军人才和重点人才共 24名，打
造了社会工作人才的聚集高地。

二是聚焦社工项目开发。
积极推动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
务，编制政府向社会转移职能、
向社会购买服务及具备承接政
府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三份
目录”。 各部门针对特殊服务人
群开发社工项目， 各部门年度
投入资金近 1000 万元，医务社
工、学校社工、司法社工项目应
运而生。 在苏州率先推行“邻里
家园”社区社会工作项目，采取

“乡镇（街道）购买、社区落地”
的形式，向每个项目社区配置 2
名专业社工， 配套资金 24 万
元， 项目在城市社区实现全覆
盖，农村社区覆盖率达 30%，社
工项目的开发为乡镇（街道）社
工站城乡社区全覆盖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三是聚合社工保障体系建
设。 对新注册登记的服务民生类
公益性社会组织、吸收全日制大
学本科以上毕业生就业的社会
组织以及入驻市级孵化基地的
社会组织等实行资金补助，强化
本土社工机构的固土培元。 连续
13 年组织开展全国社会工作者
职业水平考试，举办 3 届社工员
习训班、2 届社会工作实务能力
研修班、2 届社工精英人才培训
班， 着力社工专业能力提升。
2021 年，2 名社工通过高级社会
工作师评审，占全省通过总数的
16.7%， 实现社工总量和结构、人
才管理和服务上同向发力、同步
提升。

五、 特殊群体服务的
舒心站

社工站面向基层，面向困难
群众、 特殊群体开展精准化服
务，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一是优化居民互动的物理
空间。社工站配备了功能齐全的
个案工作室、小组工作室和活动
功能室， 成为居民享受社工服
务+休闲娱乐的物理空间。 链接
社区社工室“邻里客厅”、 社区
“海棠邻里驿站” 等综合性服务
平台资源，提升居民就近享受服
务的便捷性。

二是强化专业服务的品质
保障。乡镇（街道）社工站服务实
现全覆盖，每名驻站社工平均服
务 2-3 个社区。 乡镇（街道）社
工站建设弥补了社会公共服务
中精细化不足的短板，持续为社
区弱势群体进行增能，提供社会
照顾、精神慰藉、救助保护、康复
训练等全面性服务，精准链接社
区多元资源，解决社区潜在的社
会问题，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三是扩大邻里服务的覆盖
范围。对服务对象多样化的服务
需求，社工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发
展性、预防性、支持性及补救性
的分层服务计划。通过专业服务
提升社区自治能力，激发案主发
展潜力，推动邻里互助小组的成
立、推广社区志愿服务积分兑换
项目等，为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起到助力
作用。

（据江苏省太仓市民政局）

江苏太仓：

一场怎样的“融合式共治”

� � 太仓市城乡社区社会工作服务信息管理平台

建设乡镇 (街道 )社工站是一项事关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基础性 、长远性 、战略性的工作 ，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 江苏省太仓市是 “政社互动 ”发源地 ，2008 年至今十多年的创新探索 ，孕育了先进治理理

念 、构建了新型政社关系 、丰厚了基层治理力量 。 自 2020 年起 ，太仓在前期社区社工室 、镇 (街道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社区服
务社会化 “邻里家园 ”项目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全面推进乡镇 (街道 )社工站建设 ，发展思路清晰 ，功能定位精准 ，“融合式共治 ”
特色明显 ，服务效能日益展现 。

江苏省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推进会在太仓举办 太仓市镇级社工站建设现场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