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绵阳市游仙区游仙街道社工站开展暑期课业辅导、亲子刮画活
动、亲子 DIY 手工创作活动、益智拼图、科学小实验等儿童项目

近日，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工
作高质量发展论坛暨 2021 年度
浦东社工节在浦东社创坊举行。
论坛中，《浦东社会工作转介平
台（试点）危困服务手册 1.0 版》
正式发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
工部、 上海市东方医院社工部、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上海公益
社工师事务所等 14 家单位成为
首批试点行动成员单位。

该手册的发布引发媒体及
行业极大关注，被业内称为社会
工作领域一大创新。 那么，其意
义是什么？该平台又是如何运作
的呢？

据介绍，2021 年，浦东民政
局支持浦东社工协会建设社会
工作转介平台，依托一批浦东区
域范围内不同领域之间的社会
工作服务单位，为有需要的服务
对象提供转介服务，共同为处于
风险中的个体与家庭，着力提供
危机干预、情绪支持、资源链接、
社会关系重建等服务。

该平台希望通过跨机构跨
领域的合作， 加强行业联动，凝
聚行业力量，形成社会工作的良
好服务体系和生态。转介平台也
是浦东在打造引领区过程中，社
会工作领域重要的探索实践之
一，体现了浦东社工的引领意识
和担当作为。

据相关报道，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浦东的危机及困境服务
案例转介服务大量涌现服务需
求。 2020 年上半年开始，浦东辖
区内的多家医院和官方媒体通
过“浦东社工协会”转介的危困
案例涉及自杀未遂、自伤、意外
伤害、虐待、被忽视、监护缺失、
家庭矛盾冲突等。

本着专业使命感和社会责
任感，依托浦东新区在医务社会
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领域打下
的牢固实务基础、形成的专业人
才队伍，半数以上的危困案例实
现了“从医院到社区”“从生命救
治到社会功能恢复” 的无缝链

接。多单位基于社会工作专业的
合作，共同为处于风险中的个体
与家庭提供危机干预、 情绪支
持、资源链接、社会关系重建等
服务， 并为建立常态化情境下

“浦东社会工作转介平台（试
点）”打下了基础。

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总
干事许艳萍进入社工行业已有
10 年。 在她看来，“十年从业经
历中，自己切身感受到了浦东社
会工作行业， 不管是实务界，还
是研究领域，不断追寻社会工作
的创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专
业化实践之路，真正实践‘以生
命改变生命， 以专业来触动改
变’的使命。 ”

据悉， 该平台建设力争在
2024 年底时形成一套整合性的
服务链：一是在浦东区域内建立
危困人群服务的一到三级响应
保护机制，深入精准回应弱势群
体在突发情境下的个性化需要；
二是形成一批高素质合作成员

单位群，培育一批高层次专项服
务类社工人才队伍；三是甄选重
点社会工作实务领域， 形成案
例、 经验模式以及政策建议；四
是争取政府、高校、企业、慈善、
媒体等多元合作伙伴加入，推进
危困服务为主的社会工作转介
行动持续和深入开展。

对于平台的发布，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社工部临床社工曹庆
表示，“原来医院和社区社工的
联动和协同相对较少，有了转介
平台以后，可以更顺畅地把一些

个案从医院转介到社区，或者由
社区转介到医院。 ”

浦东新区民政部门相关负
责人谈道，当前浦东正在全力打
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在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
理“三大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
衔接的治理体系中，社会力量不
可或缺， 社会工作大有可为，浦
东将努力保持社会工作的先发
优势，高起点谋划社会工作事业
新发展。

（据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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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充分依托社工力量
开创社会工作新实践

为进一步坚持和运用“五社
联动”理念 ，发挥社区治理示范
工程和社工服务体系 “两大载
体”作用，实现社区与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 、社会
慈善资源的联动互促，提升基层
治理、 基层服务的整体实质，12
月 14 日， 四川省民政厅召开统
筹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和社工服
务体系建设视频调度会议，总结
盘点成绩 ，交流经验做法 ，分析
形势任务，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明确“四个有”“四个更”目标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
本单元和城乡居民生活家园，加
强城乡社区治理需要专业社工
和社会组织、志愿者、社会慈善
资源等社会力量有效参与。近年
来，四川省民政厅先后启动城乡
社区治理试点示范三年行动计
划、全省社工服务体系乡镇（街
道）全覆盖建设计划，着力提升

基层治理和服务的组织化、专业
化水平。

目前， 全省共有城乡社区
8273 个，社会组织 45861 个，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协会）1300 余
家，专业社工人才 12.4 万人，实
名注册志愿者超过 1487 万人，
初步构建了“一核多元、共建共
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通过实
施城乡社区治理试点示范三年
行动计划， 首批产生了 11 个基
层治理示范县（市、区）、30 个基
层治理示范街道、100 个基层治
理示范社区，探索构建具有四川
特色的社区治理新理念、 新机
制、新模式、新场景；推进社工服
务体系建设，已建成县级社工总
站 70 个、镇街社工站 689 个、村
（社区）社工室 3023 个。

会议提出，统筹推进社区治
理创新和社工服务体系建设，是
发展所需、民生所需、治理所需、
大势所趋，要坚持“五社联动”思
维，推动社区实现“硬件上有改
观、软件上有提升、服务上有亮
点、场景上有呈现”，促进社工服
务体系“阵地更规范、服务更专
业、保障更有力、社会更认同”，
探索符合四川实际的“五社联
动”路径，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立“一核多元”治理格局

那么，怎样探索适合本地的
“五社联动”路径？ 省民政厅有关
负责人表示， 他们在走访调研中
发现，单单依靠社区“两委”来抓
社区治理和服务， 在实践中已经
行不通。 必须强化多元主体培育，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 形成包括居
委会、居民小组长、网格员、楼栋
长、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志愿者
在内“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

这就需要着力建强社区工
作力量， 选优配强党组织负责
人，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发
展体系； 着力培育扶持社会组
织，大力开展社会组织特别是服
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
组织培育孵化；着力培养专业社
工人才，实施社工专业人才万人
培养工程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工
程； 着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构
建起“一呼百应”的社区志愿服
务动员机制。

整合资源提高治理服务效能

服务是治理的关键手段。良

好的社区服务，将更为有效地提
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
依托社区治理创新和社工服务
体系建设， 优化社区服务供给，
提升社区治理质效。

整合资金资源、 服务事
项，加大投入 ，打造基层社会
服务一站式供给平台。 重点整
合养老 、儿童、残疾人等民政
领域购买服务资金，注意整合
群团组织和其他部门政府购
买服务资金、政府投向社区的
资金以入部门下沉服务的资
金、社区公益慈善资金等各方
面资金。

针对新形势新要求，重点将
突出基层服务的社会化、 专业
化、亲民化、体系化、本土化“五
个化”，丰富社区服务场景，提高
服务品质，更好地满足社区群众
需求；创新“五社联动”机制，着
力构建需求发现、 资源链接、项
目牵引、统筹协调、应急响应和
行业自律等 6 个机制，激活社区
内外资源联动协作的内在潜力，
实现高效能治理、高水平服务与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相互
促进。

（据《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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