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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如何发力？

专家解读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关键信号

“社会工作”
六入政府工作报告

继去年“社会工作”一词在
代表委员修订报告写入后，今
年“社会工作”一词被报告直接
写入。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社会工作者是一群具有组织
化、 枢纽化、 专业化的社会群
体，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
提供专业性社会服务。 ”

王振耀说，从社会治理角度
看，我国宏观体制正从“社会救
助”“社会福利”向“社会服务”转
变，如“儿童”“养老”“青少年成
长”“婚姻家庭”“妇女保护”等社
会服务都需要大量的专业化社
会工作介入。加之社工站的全面
普及推广，我国正在构建的中国
特色社会服务体系中核心就是
社会工作，应该说社会工作发展
迎来了机遇期。

2020 年 10 月 17 日， 民政
部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加强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推进会， 要求围绕增强基层
民政服务能力、 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米”， 加快建立健全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制度体
系。力争“十四五”末，实现乡镇
（街道）都有社工站，村（社区）
都有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

2021 年 7 月 11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意见》提出，完善社会力量参与
基层治理激励政策， 创新社区
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
志愿者、 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
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
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 吸纳社
会力量参加基层应急救援。 完
善基层志愿服务制度， 大力开
展邻里互助服务和互动交流活
动，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
源”联动被称为“五社联动”。从
早前，“三社联动” 到“五社联
动”，联动角色更多、激发资源
更足、作用效果更好。

黄浩明表示， 第一，“五社
联动” 为社区治理提供解决方
案，在社区建设上发挥作用；第
二， 持证社会工作者数量大量
增加， 这个体系成为社会治理
的重要参与力量；第三，专业服
务优势、职业水平评价，成为一
个很明显的行业。

“社会工作”
曾两度“缺席”

记者统计发现，“社会工
作”一词从 2015 年出现在政府
工 作 报 告 后 ，2016、2017、2018
三年被连续写入， 其后 2019、
2020 两年没有写入，2021 年经
审议后写入，2022 年继续写入。

各年对于“社会工作”一词
表述如下：2015 年，支持群团组

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 发展
专业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和
慈善事业；2016 年，支持专业
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和慈善
事业发展；2017 年，促进专业
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发展；
2018 年，促进社会组织、专业
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健康发
展；2021 年，大力发展社会工
作，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
志愿服务、 公益慈善发展 ；
2022 年，发展社会工作，支持
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
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

王振耀坦言， 目前社会
工作还存在解决社会问题能
力不强， 介入实际工作深度
不够， 满足公众需求不佳的
现状。 如“儿童主任”本应是
对接社会工作， 但实际衔接

力度不强， 相应政策激励支持
力度也不够。

一些“社工站”服务水平也
有待加强，现在存在社工专业术
语不易懂、效果一般等问题。 这
也在倒逼社会工作尽快调整发
展模式，解决社会矛盾时要多想
针对性、有效性、影响性。针对社
会问题，一味强调提高相关人员
的社会责任意识行不通。

王振耀表示，养老、儿童、
青春期心理、 女性产后抑郁等
问题都亟需社会工作关注，但
前提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际要
有效结合， 让公众能感受到变
化。 这要求社会工作理论体系、
知识体系、 工作机制进行一系
列调整。

黄浩明认为， 首先公众对
社会工作认识不高； 其次社会
工作过度依赖政府购买服务，
市场化程度不够。

多元要素
推动社会治理

近年来， 社会组织总量增
长速度放缓， 社会治理体系也
在继续加强对社会资源的吸
纳， 全国慈善资源总量仍然呈
现喷涌之势， 志愿服务也实现
较高质量增长。 在人类减贫和
疫情防控的中国道路上， 家国
共同体得到空前强化。

这次报告将“社会工作”
“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
服务”“公益慈善” 等类别词汇
依次列出，显示出重要性。

黄浩明认为， 这些领域的
各种规模正在稳步增长， 从重
数量到重质量改变， 这些类别
在报告中单列，值得“数”说。

“社会工作”方面，2022 年
2 月 10 日， 民政部党组在《党
建》杂志刊发《坚定履行新时代
光荣使命———党的十九大以来
民政工作综述》一文，对于“社
会工作”数量作出如下描述：持
续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 职业
化发展， 持证社工人才总量超
过 73 万。

“社会组织”方面，2022 年
1 月 17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发布的《慈善蓝皮
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
显示， 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呈连
年增长势头。2012 年，我国社会

组 织 总 量 只 有 32 万
家 ；2013 年达到 39 万
家 ；2 014 年达到 46 万
家 ；2015 年达到 53 万
家 ；2016 年达到 61 万
家 ；2017 年达到 69 万
家 ；2018 年达到 76 万
家 ；2019 年达到 84 万
家 ；2020 年超过 89 万
家；2021 年伊始便突破
90 万家。

“人道救助”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仁、 义、
礼、智、信，这是社会文明的体
现， 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志愿服务”方面，《慈善蓝
皮 书 ： 中 国 慈 善 发 展 报 告
（2021）》显示，2020 年，我国志
愿者总量达 2.31 亿人， 贡献人
工成本价值 1620 亿元。 其中，
疫情防控和应急救援志愿服务
成为一道亮色， 志愿服务制度
化、标准化与专业化建设提速。

“慈善公益”方面，2021 年
9 月 17 日，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扎实做好民政在全面小康中的
兜底夯基工作发布会。 民政部
介绍 ，截至 2020 年年底 ，全国
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9480 个，净
资产规模近 2000 亿元，相关慈
善组织为疫情防控募集资金
396.27 亿元、物资 10.9 亿件。

推动高质量发展

相较之前， 报告强调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
发展。

王振耀表示，政府工作报告
出炉后， 国务院组成部门间，按
照报告要求，如涉及财政、民政、
公安等事务都会交由相关部门
贯彻执行。行政部门工作讲究日
常落实，转化为各种规范，配置
具体资源，推动有效执行。

王振耀表示， 应该创造条
件鼓励企业更好参与， 但现在
看来， 慈善领域政策优惠不如
企业多， 如对慈善组织薪酬限
高等会对慈善领域产生一定影
响， 这次慈善法修订中应该给
予回应。

黄浩明表示， 高质量发展
是全方位发展，整体发展，并非
社会组织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
享受发展成果， 在发展中解决

贫富差距问题， 动员社会力量
帮扶， 增强脱贫地区自我发展
能力。“消除贫富差距是解决公
平正义问题， 消灭贫困是解决
制度问题。 公益慈善界应该拥
有四种力量，即道德力量、文化
力量、自愿力量、习惯力量。 ”

中国慈善
拥抱世界

两位专家都认为，中国慈善
应转变方式， 更好地走出去，让
文化自信，真正理解中国慈善。

王振耀认为， 中国慈善与
西方慈善有区别， 可以相互借
鉴， 但解决中国自身问题还要
靠中国慈善。 首先，灾害救援、
乡村振兴、 抗击疫情让政府与
公众间相互协同、政社互动，效
果甚好；其次，中国慈善讲究民
生问题的具体解决，达成共识、
形成合作、产生叠加，综合成为
更好的社会效应。

黄浩明认为， 实现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
民心相通，这是“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大
力提倡对外开放。

2021 年 2 月 28 日，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 2020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
国经济总量突破 100 万亿元大
关，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过一
万美元。 而据 2022 年政府工作
报告，202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达到 114 万亿元，增长 8.1%；
全国财政收入突破 20 万亿元，
增长 10.7%。

王振耀表示， 更大能力意
味着更大责任， 国人应在文化
自信中承担起民族责任，在“一
带一路”“国际人道主义救援”
等方面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3月5日上午 9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在第九点“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提出，发展社会工作，支持社

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 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 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教授
黄浩明，解读报告背后的关键信号。

两位专家均认为，我国正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服务体系，用文化自信推动中国慈善行稳致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教授
黄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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