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农
业基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
重要进展。 梯次推进有条件的地
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脱贫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展望 2035 年， 乡村全面振兴取
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基本实现。

《规划》提出，提升村级综
合服务能力。 发展农村普惠性
托幼服务，健全农村留守儿童、
妇女、 老年人、 残疾人以及困
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加快推
动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
吸引社会工作人才提供专业
服务。

《规划》还提出要实施乡
村招才引智行动。 建立城市人才
定期服务乡村制度，每年引导 10
万名左右优秀教师、医生、科技
人员、社会工作者等服务脱贫地

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规划》主要安排了七方面

发展任务。
一是夯实农业生产基础，落

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健全辅
之以利、 辅之以义的保障机制，
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
障水平。

二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健全
完善经营机制，推动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和标准化
生产， 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

三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
系，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把
就业机会和产业链增值收益留
给农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
化水平。

四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聚焦交通便捷、生活便利、服务
提质、环境美好，建设宜居宜业

乡村。
五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

建设，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绿色美丽
乡村。

六是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文明和谐乡村。

七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
能力， 让脱贫群众过上更加
美好的生活， 逐步走上共同
富裕道路。

《规划》谋划了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安全保障、乡村产
业链供应链提升、乡村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乡村治
理体系建设等九方面五十
八项重大工程 、 行动和计
划， 提出了畅通城乡要素
循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扩
大农业对外开放等改革措施，并

要求健全落实机制保障规划顺
利实施。 （据中国政府网）

“三农”工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
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四五”时期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导向、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等作出全面安排，增强农业农村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和“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持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郑州市：
21部门联合发文
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发展

２０22．2.22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王坚

05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印发
加快乡镇社工站建设 吸引社会工作人才提供专业服务

北京七部门：
推进安宁疗护服务
探索建立包括医务社工在内的多学科团队

社会工作SOCIAL WORK

� � 近日，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
民政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
医疗保障局、 北京市中医管理
局七部门共同印发了《北京市
加快推进安宁疗护服务发展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以
进一步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
系，增加安宁疗护服务供给，适
应老年人多样化、 差异化的安
宁疗护服务需求。

《方案》要求，安宁疗护服
务要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
与；资源整合，多方共赢；以人
为本，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
要注重心理和人文关怀， 尊重
患者的意愿和决定，鼓励社工、
患者和家属参与。

《方案》 还提出“到 2025
年， 每区至少设立 1 所安宁疗
护中心， 床位不少于 50 张，为
有住院治疗需求的安宁疗护患
者提供整合安宁疗护服务；全
市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床位不
少于 1800 张；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能够普遍提供社区和居家安
宁疗护服务”的工作目标。

为实现以上目标，《方案》要
求优化安宁疗护服务资源布局，
增加安宁疗护服务供给，有序提
供安宁疗护服务，创新安宁疗护

服务模式， 规范安宁疗护服务，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价格经
济政策，加快信息化建设。

在有序提供安宁疗护服务
方面，《方案》提出，二、三级医
院主要为突发急性病变或身
体、心理症状较重，需要住院治
疗的安宁疗护患者提供安宁疗
护服务； 安宁疗护中心主要为
需住院治疗的安宁疗护患者提
供机构安宁疗护服务； 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护理机构、养老机
构主要为诊断明确、 症状轻且
稳定的安宁疗护患者提供机构
和居家安宁疗护服务。 探索建
立医生、护士、康复师、医务社
工、心理咨询师、营养师等多学
科团队共同开展安宁疗护服务

模式，为患者提供综合、全程的
整合安宁疗护服务。

在创新安宁疗护服务模式
方面，《方案》 提出探索建立以
临终患者和家属为中心， 多学
科安宁疗护团队协作的服务模
式， 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
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护理、
心理慰藉等服务， 对患者及家
属提供社会支持、心理支持、死
亡教育和人文关怀等服务，并
制定服务规范和标准。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方
案》 要求加强包括医学（含中
医）、护理、药学、心理、营养、社
会工作、 志愿者等多学科安宁
疗护专业人员培养。
（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 �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民政局
联合市委组织部、 市委政法委、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等 20 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郑
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从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聘用（任）和职级
体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发展等方
面作出规定，加快推动全市社会
工作发展。

《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5
年，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
达到 1 万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达到 2500 个， 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达到 240 家，实现各区县（市）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全
覆盖。

《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要在社区
治理、社会救助等社会工作重点
领域，普遍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
业岗位，配备使用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要优化事业单位社会工作
岗位设置比例，养老机构等以社
会工作服务为主的事业单位，要
设立专门的社会工作部门、设置
社会工作岗位，参考每百张养老
机构床位配备 1名社会工作者的
标准配备使用社会工作者； 医疗
机构应设立医务社会工作部门，
学校等需要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
单位应配备社会工作者； 要扩大
社会工作岗位开发范围， 城乡社
区服务站等要配备社会工作者。

《意见》明确建立健全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聘用（任）和职级
体系。 一方面推进事业单位、城
乡社区聘用（任）社工专业岗位，
事业单位主要采取整合、 替换、
调整等方式设置社会工作专业
技术岗位，城乡社区通过向社会
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
挂职锻炼等方式，配备和使用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建立
社会工作职级体系，推行国家社

会工作者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
与相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政策间的衔接，通过考试、评审
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人员，相关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
和岗位空缺情况，聘用（任）相应
级别的社会工作专业技术职务。

在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方面，《意见》 提出，要
加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
力度，完善社会工作继续教育制
度，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
能力建设和提升工程，社会工作
从业人员每年度接受继续教育
累计不少于 60 学时； 合理确定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待遇，落
实相应的薪酬保障政策；结合实
际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表彰（表扬）奖励活动，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社会工作行业
组织等依法设立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关爱基金，努力提高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职业地位。

《意见》提出，要积极培育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 完善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培育扶持政策，推动各
区县（市）社工机构孵化基地建
设，制订和落实各项财税优惠政
策，降低其运行管理和提供服务
成本，力争到 2025 年，在重点领
域打造 50 家示范性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 要加快推进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健全完善
市、县、乡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
建设工作职责体系。 同时，《意
见》明确了要建立健全“五社联
动”工作机制，深入推进“社工、
志愿者联动”， 夯实社会工作服
务的承接平台，鼓励志愿服务组
织配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统筹
推进慈善事业、社会工作、志愿
服务与民政工作融合发展。

最后，《意见》提出要加强组
织领导， 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
加大资金支持和宣传力度，营造
支持社会工作发展、尊重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据“中国社会工作”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