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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发布妇女、儿童发展十年纲要
多处明确发展社会工作

近日，福建省委常委会审议
通过了《福建省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以下简称新
“妇纲”）和《福建省儿童发展纲
要（2021-2030 年）》（以下简称新

“儿纲”），并由省政府颁布实施。
新“妇纲” 共设置健康、教

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社会
保障、家庭建设、环境、法律 8 个
领域，提出 81 项主要目标和 103
项策略措施；新“儿纲”共设置健
康、安全、教育、福利、家庭、环
境、法律保护 7 个领域，提出 74
项主要目标和 94 项策略措施。
其中多次提到社会工作。

在妇女与健康方面，新“妇
纲”规定，促进妇女心理健康。 加
大应用型心理健康和社会工作

人员培养力度， 促进医疗机构、
心理健康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提供规范服务。 加快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发展，到 2025 年，全
省 80%以上的县（市、区）开展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为有需要
的妇女提供心理康复服务。

在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方
面，新“妇纲”明确，推动妇女有
序参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 注重
从女致富能手、 经商务工女性、
乡村女教师女医生、女社会工作
者、女大学生村官、女退休干部
职工等群体中培养选拔村（社
区）干部。 促进新社会阶层、社会
工作者和志愿者中的女性积极
参与社会治理。

在妇女与社会保障方面，新

“妇纲”指出，保障妇女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 支持社会力量扩大普
惠型养老服务供给，支持邻里之
间的互助性养老。 加大养老护理
型人才和老年社会工作者培养
力度，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养
老服务队伍。

在儿童与安全方面，新“儿
纲”规定，加强儿童生命教育。 鼓
励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专
业人员开展儿童成长危机干预，
为遭受重大变故儿童提供紧急
救助和身心调适服务。

在儿童与福利方面，新“儿
纲”将“为儿童服务的社会组织
和儿童社会工作专业队伍明显
壮大”设为主要目标。 在策略措
施方面提出，常态化开展寒暑假

特别关爱行动，充分发挥群团组
织以及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
志愿者等作用，加强对留守儿童
心理、情感、行为和安全自护的
指导服务。

提升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儿童福利机构和基层儿童工
作队伍服务能力。 推进承担集中
养育职能的儿童福利机构优化
提质， 推进儿童养育、 康复、教
育、医疗、社会工作一体化发展。

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儿童
保护和服务工作。通过政府委托、
项目合作、重点推介、孵化扶持等
方式， 积极培育为儿童服务的社
会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 将更多
符合条件的儿童保护和服务事项
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积极引导为儿童服务的社会组织
面向城乡社区、 家庭和学校提供
服务。 加强儿童社会工作专业队
伍建设，提高服务技能水平。

在儿童与家庭方面，新“儿纲”
提出强化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
支持保障。 支持社会工作机构、志
愿服务组织和专业工作者依法依
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在儿童与法律保护方面，新
“儿纲” 规定健全未成年人司法
工作体系。 加强专业化办案与
社会化保护配合衔接， 加强司
法机关与政府部门、人民团体、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等的合
作， 共同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干
预、社会观护、教育矫治、社区矫
正等工作。 （据福建省政府网）

1 月 20 日， 湖北省社会工
作联合会在武汉举行一届四次
理事会和一届三次会员大会，全
省各地各级社会工作枢纽型组
织和服务机构、 相关社会团体、
高校会员代表及个人会员代表
300 余人在线上参加会议。 据
悉，目前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超过 5 万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达 585 家， 持证社会工作者达
25855 人，全省社会工作事业呈
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理事会上，审议通过了湖北
省社会工作联合会 2020 年、
2021 年申请入会会员名单 、
2022 年工作要点、2020-2021 年
度工作报告及财务报告， 以及
《湖北省社会工作联合会内设机
构专职人员职位设置和薪资待
遇管理办法》《湖北省社会工作
联合会志愿服务人员管理办法》
《关于“五社联动”优秀案例的建
议》和《“五社联动·爱满荆楚”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示范文本》。
2020 年和 2021 年，湖北省凡益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 109 家社

工机构成为省社工联单位会员。
会员大会上，襄阳春雨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等“五社联动”实
务案例代表进行了展示分享。

省民政厅一级巡视员、省社
会工作联合会会长叶景丽说，两
年来，省社工联始终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全省社
会工作枢纽型组织作用，组织广
大会员和全省社会工作专业力
量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阻击战
和疫后重振中来，为助力基层社

会治理、乡村振兴和民政事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只
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社会工
作才能有地位有作为；只有五社
联动、融合发展，社会工作才能
出亮点见成效； 只有练好内功、
主动作为，社会工作才能谋发展
创未来。 ”叶景丽说，2022 年省
社工联要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政
治站位；要发挥枢纽作用，促进
行业发展； 要加强自身建设，提
升服务能力。 （据《湖北日报》）

湖北：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超 5万，持证社工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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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为助力津南
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1 月 16
日凌晨，在紧张忙碌的全市第三
轮大筛结束后，河西区 298 名社
区工作者支援队紧急组建，驰援
津南，逆行迎战奥密克戎。 支援
队组建过程中，河西社工们不顾
连续工作身心疲惫，毅然请战出
征，体现了敢于担当、勇于奉献
的精神风貌。

到达驻地后，社工们立即调
整状态清点物资。 按照统一安
排， 河西区支援队负责善和园、
仁和园两个封控社区的保障工
作，河西区社区工作者支援队临
时党委即刻召开会议，部署各街
所负责的具体楼门和轮班次序，
明确每 6 个小时轮班。 以街道为
单位成立临时党支部，由临时党
支部书记带队，细致部署本小组
内的人员工作。 17 日凌晨 1 点，
第一批支援社工展开工作。

此时的桃园街罗兰花园社
区党委书记苏宜已经连续一周
没有睡过安稳觉了，“老人住在
管控区， 我爱人在铁路工作，我
们最近很少回家，儿子这段时间
一直自己照顾自己，感觉他长大
了不少。 ”谈及家人，苏宜有些伤
感和愧疚。 在完成好所负责封控
区的各项任务的同时，苏宜也时
刻挂念着罗兰花园社区的筛查
情况。

东海街此次抽调了 24 名社
工组成驰援津南抗疫小分队，按
照支援队临时党委安排，社工们
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分组清点防
疫物资、 制定详细值守保障计

划。 1 月 17 日凌晨，第一组人员
上岗工作。“上岗前，临时党支部
组织我们就规范穿脱防护服等
进行培训，保证防控工作高效规
范。 ”东海街三水南里社区党委
书记张艳婷说。

友谊路街 26 名社工组成友
谊抗疫小分队。 作为其中一名经
验丰富的社区工作者和队伍当
中的老大姐，文苑楼社区党委书
记李玲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她
凡事冲锋在前，布置场地、领取
物资、安排人员……事事处理得
规范高效。 李玲的爱人在部队工
作，因封闭管理不能回家，大筛
工作开展以来，李玲每天都是凌
晨回家，天不亮就又出发，家里
的两个孩子只能相互照应。 支援
津南后，她将 5 岁的小女儿托付
给同事帮忙照顾，16 岁的儿子自
己在家， 一家 4 口分隔 4 个地
方。 支援津南的当天，是儿子 16
岁的生日，李玲通过视频送上生
日祝福。

“在外一站就是 6 个小时，
防护服不透气， 穿上就不能脱，
专门准备了尿不湿，这还是我第
一次穿”“第一次进入封控区，心
里还是挺紧张的。 ”“居民们都很
配合，晚上在仁和园，居民还自
发在各家窗前唱起了《歌唱祖
国》， 那一刻觉得一切都很值
得。 ”社工回到驻地后分享着自
己的感受。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
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河西
区社区工作者支援队中的每一
位成员背后，都有着超出常人的
奉献和付出。 （据《天津日报》）

天津：
社工支援队助力津南抗疫

据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民
政局消息，截至目前，临安区 18
个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实现全
覆盖，2020 年建成 9 个，2021 年
建成 9 个，其中省民生实事项目
1 个，市民生实事项目 4 个。

一是做好规范管理， 加强人
才培训。 早在 2020年，临安区就
下发《关于开展镇（街道）社会工
作站及社区特色社会工作室示范
点建设的通知》（临社建办〔2020〕
2号）， 明确全区社会工作站建设
的标准和要求。 为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 先后多次组织镇（街道）村
（社区）干部赴上城区、萧山区、海
宁市、宁波市和温州市等地参观学

习，累计召开社工站建设培训指导
会议 9次。 每个社工站设 3名持
证社工和 1名督导助理， 每月开
展业务督导，定期举办业务培训，
提高基层社工的专业服务能力。

二是做好品牌建设，提升服
务水平。 组织开展“一镇一品”，
指导基层社工站围绕群众需求
设计服务项目， 已先后形成矫
正、企业、儿童等方面特色服务。
每月 25 日， 临安区民政局根据
社工站上报的当月活动总结和
次月活动计划进行指导。 目前，
该区社工站每个月都有活动计
划安排并上墙，有序开展志愿者
培训、爱种子读书会、婴儿照护

培训、小金鱼课堂、留守和困境
儿童关心关爱等活动。

三是融入社会力量，推进示
范建设。 与第三方合作，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与社会组织
合作， 发挥专业力量和领域优
势，推进示范型社工站创建工作。
重点打造锦北街道社工站， 该站
以“一核双社 N 次方”的建站理
念，落实“五个有”建设要求，通过

“描点、勾线、上色”三步法，积极
培育社会组织和志愿团队，指导
属地社区创建社会工作室，长期
为锦北街道辖区广大居民提供
更为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

（据杭州市临安区民政局）

浙江：
杭州临安多举措做好社会工作站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