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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以视频方式出席并讲话

活动全面宣传、展示了我国
社会工作取得的发展成果，让社
会充分认识了社会工作的价值，
了解了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王爱文指出，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社会工作事业，习
近平总书记对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作
出重要指示， 为社会工作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为党领导
的六支主体人才队伍之一，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日益成为服务
人民群众、化解社会矛盾、促进
社会和谐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
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迈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的深入推进为社会工作发
展搭建了广阔平台， 人民群众
对心理健康、人际和谐、社会参
与等美好需要的快速增长为社
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
社会工作事业面临难得的历史
机遇。

王爱文强调， 社会工作者
和社会工作行业应把握机遇，
乘势而上。 希望广大社会工作
者提高本领、勇于担当，在服务
社会中更好实现自我价值。 希
望社会工作行业组织凝心聚
力、务实笃行，为社会工作者成
长成材、 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环
境。 希望各级民政部门主动作
为、开拓思路，为社会工作事业
发展提供更好支持保障。 各级
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要进一步

关心社会工作者成长， 在社会
工作者能力提升、激励保障、作
用发挥、 政治待遇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但彦铮
在致辞中表示，要建立健全社会
工作政策体系，深化完善以社区
为平台、 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
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区志愿
者为辅助、以社会慈善资源为助
推的“五社联动”机制，加快三级
服务体系建设，壮大社工人才队
伍，提升服务质量，为老年人、残
疾人、青少年、生活困难等群体
服好务。

据介绍， 近年来重庆市将
深化“五社联动”作为加强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高位推动落实。

截至目前， 重庆建成区县社会
工作指导中心 41 个，实现区县
全覆盖；建成乡镇（街道）社会
工作站 620 个、村（社区）社会工
作室 6192 个； 培育社会工作行
业组织 13 家、民办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 446 家、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 6.79 万人， 组织社区活动一
万余场次， 走访服务群众 82.4
万余人次， 链接慈善等社会资
源 9619 万元， 有效回应了老百
姓“急难愁盼”问题。

启动仪式上， 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康鹏
宣读“发挥专业优势 引领五社
联动”倡议书，倡导全国社会工
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守使
命，服务大局，扎根社区，服务

基层，不忘初心，服务群众。更好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广泛链
接社会资源，积极推进“五社联
动”服务基层，不断提升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为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贡
献力量和智慧。

自 2014 年起， 民政部每年
结合“国际社工日”组织开展社
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今年宣传
活动的主题是“五社联动聚合
力、社工服务暖基层”，时间为 3
月 17 日至 31 日，将重点围绕社
会工作发展成果、 先进典型、优
秀社会工作者感人事迹，特别是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成
果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
源“五社联动”等进行宣传。

发挥专业优势 引领五社联动
———致全国社会工作者的倡议书 08 版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与
研究中系统性思维的找回 10 版

把握机遇、乘势而上
社会工作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09 版

【北京市】

3 月 17 日，第七届“北京社
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以线上直播方式举办。活动发布
了北京市加强基层社会工作服
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建设的实施
方案和北京社会工作标识。宣传
活动期间，北京市还将开展“微

电影”“微课堂”“微实务”“微
图画”“微访谈 ”等 “五微”活

动， 北京各区也将通过举
办社工成果展、 专题座谈
会、大讲堂和社工知识竞
赛、征文等方式 ，扩大社
会工作宣传。

【天津市】

天津市民政局联
合天津市社会工作协
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
的主题活动 ， 主要包
括：全市社会工作人才
培 养 专 题 研 讨 会 、
“社会工作督导师”
高级研修班、民政
领域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示范案
例分享会等，
各 区 民 政

局 、各街道 （乡镇 ）也结合本地
特色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上海市】

3 月 16 日，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联合上
海新闻广播《直通 990》节目，举
行了一场 “空中” 直播宣传活
动， 展示上海社会工作发展成
果， 宣传上海社会工作在助力
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中的
专业优势。 直播活动介绍了《上
海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
“十四五 ”规划 》和 2021 年上海
市社会工作发展情况 ， 发布了
2021 年上海市社会工作行业指
数报告。

【福建省】

3 月 17 日， 福建省民政厅
举办全省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
动线上启动仪式。 启
动仪式上公布了

省级十佳社会工作者名单 ，宣
读了“十四五”期间参与闽宁协
作“牵手计划”的援派和对口帮
扶社工服务机构名单。

【江西省】

近日 ， 江西省民政厅开展
了 2022 年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
动。 活动期间，江西省民政厅联
合江西省社会工作协会开展一
系列社工主题宣传活动 ， 包括
举办江西省社会工作创新项目
大赛、 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文化
展播 、开展乡镇 （街道 ）社会工
作服务站示范创建 、 举办社会
工作知识大赛和考试巡讲 、开
展 “五社联动 ，情暖基层 ”服务
实践。

【山东省】

全国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

动启动之际， 山东省发布了社
会工作宣传视频， 并通过社会
工作知识竞赛、 全省社会工作
典型人物事迹、 典型案例征集
宣传活动、“社工站建设与社区
社会工作优秀案例” 征文活动
等方式， 进一步加强社会工作
宣传。

【四川省彭州市】

四川省彭州市结合 2022 年
社会工作主题宣传周举办了系
列主题活动， 彭州市委社治委
会在活动上发布了 《“五社联
动” 社区疫情防控实务指引框
架》。 该文件由三个篇章组成 ，
即疫情防控的三个重要阶段 ，
包括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 、社
区疫情应急处置阶段和疫情解
封善后， 在疫情防控不同阶段
将“五社联动”有机融入其中。

【浙江省嘉兴市】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在 全 省 率 先 成

立社会工作者关爱基金，服务对
象为嘉兴本土约 1.5 万名持证
社工。 该基金主要为遭遇重病、
事故等困难的社工及其家庭提
供救助帮扶，为一线社工提供关
爱。 据悉，该基金由嘉兴市慈善
总会和嘉兴市社会工作协会联
合设立，资金来源一是动员社会
爱心人士捐赠，二是市慈善总会
按一定比例配捐支持。

【广东省深圳市】

深圳市社会工作主题
宣传活动主动响应疫情常
态化防控新要求，首次
开启了云展览、云宣传
的形式。 通过打造社会
工作数字云展厅和
传播社工知识问答
H5 以及拍摄社工
服务视频等多元
形式， 此次活动
有效增进了社会
公众对社工群体
的关注与认知，
对社工专业与
情怀的接纳与
认同。

■ 本报记者 皮磊

地方动态

3月17日，2022年全国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暨第六届巴渝社会工作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重庆举行，活动以“五社联动聚
合力，社工服务暖基层”为主题。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重庆市政府副市长但彦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康鹏等领导以线上线下不同形式出席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