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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领 多地社会工作发展迈向新台阶

发挥专业服务优势 “社工 +”
创新模式在多领域大显身手 08 版

七星岗街道社工站、 社区社工室联动
开展“巴渝社工周”系列宣传活动 10 版

“五社联动”齐治理 未来北京市
社会工作将在这些方面发力 09 版

近日， 湖北省民政厅、省
发改委印发《湖北省城乡社区
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明确到
2025 年，全省农村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90%，城市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
到 100%； 每百户居民拥有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超过 30
平方米，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
拥有社区工作者达到 18 人，
城市社区工作者持有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证书比例达到
50%以上等。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
力争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
到 8 万人， 城市社区工作者持

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达
50%。

社区服务需要设施、人才
等要素支撑。《规划》设置了五
个项目专栏，包括“一大工程”
“四大行动”。“一大工程”即城
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补短板
工程，“四大行动”即社会力量
参与社区服务行动、新时代新
社区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行
动、社区服务数字化建设试点
行动、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行动。

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
务行动”中，提出实行社区社会
工作服务行动。 在乡镇（街道）
设置面向村（社区）服务的社会

工作站， 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建立村（社区）社会工作室，
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在“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行动”中，提出实行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行动。 全面
推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
设，引进、培育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 将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纳
入城乡社区工作培训应知应会
内容。 鼓励城乡社区工作者参
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
价， 学习掌握社会工作专业技
能，2025 年城市社区工作者持
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比
例达到 50%。

（据湖北省民政厅）

湖北：
印发《湖北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

为规范和加强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项目管理工作，提升
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及自我发
展能力，根据民政部、财政部
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有关文件精神， 以及政府采
购、彩票公益金管理等有关规
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日前印发了《自治区社会工作
和志愿服务项目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适用范围为自治区
财政安排资金（含福利彩票公

益金） 支持的社会工作和志愿
服务项目。 项目要符合新疆基
层社会治理实际， 体现中国特
色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 聚焦满足各族群
众和困难群体最基本、最紧迫、
最现实的需求， 有利于促进民
政部门更好地履行基本民生保
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
务等职责， 有利于提升社会工
作专业化和志愿服务规范化，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办法》明确了项目服务
范围，包括为困难群众及农村

“三留守” 等特殊群体提供关
爱服务、为受突发事件影响的
重点人群开展心理疏导等服
务、在城乡社区以“五社联动”
等方式开展的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开展的社
会工作专业服务、为增强文化
自信开展的“文化润疆”社会
工作专业服务以及其他政府
购买服务事项。

（据新疆民政）

贵州：
社会工作事业呈现四大亮点

开局之年， 高质量发展已
成为贵州社会工作者的共同意
志和行动。 贵州省社会工作事
业呈现四大亮点。

加大马力
站点建设数量实现新突破
研究制定《贵州省乡镇（街

道）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项
目实施方案（试行）》，从省级层
面统一规范了社工站服务内容
清单和站点建设标准， 整合社
会工作力量向救助、养老、儿童
等民政领域聚焦，提出“第一年
试点起步、第二年提炼模式、第
三年模式推广、 第四年全面铺
开、第五年总结提升”的工作思
路，今年已经到提炼模式阶段，
力争到“十四五”末实现全省乡
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 2021
年， 全省共投入建站资金 6260
万元，在已有 64 个易地扶贫搬
迁社工站的基础上， 新增 308
个乡镇（街道）社工站，472 名专
职社工驻站服务。 其中毕节市
累计建站 246 个， 即将在全省
率先实现乡镇（街道）社工站全
覆盖。

形成合力
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
首次将社会工作人才纳入

《贵州省重点人才五年倍增行
动计划》。 印发《关于推进全省
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联合
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乡村振兴局出台
《关于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高质
量发展 畅通参与乡村振兴
途径的意见》， 初步形成了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基本框

架。 举办全省社会工作人才知
识更新培训班， 组织召开社会
工作人才培养工作交流座谈
会。 全省实现高级社会工作师
“零的突破”，有一人已持证，有
四人待评审。 据统计，2021 年
全省社会工作人才 5.2 万余
人，社工服务机构 163 家，持证
社工 3658 人。

协同发力
上下多方联动提出新举措
经过多方协调， 省级已将

社会工作纳入“十四五”时期全
省民政事业、公共服务、社会保
障事业、促进城乡就业创业、妇
女儿童事业、 未成年人保护等
发展规划， 社会工作在各个领
域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 同时，
积极推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将“社工站建设和岗位设置”
纳入《贵州省提升人才资源数
量质量的若干措施》， 形成了
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牵头抓
总， 民政部门具体负责的社会
工作人才培养新格局。 各地在
社会工作领域也进行了精心谋
划和有效探索。

凝心聚力
专业技能比拼开启新尝试
在各地民政部门、 省社工

协会、 部分高校和社工机构的
大力支持与配合下，2021 年成
功举办以“学习百年辉煌党史，
铸就社工专业力量” 为主题的
贵州省首届社会工作实务技能
大赛。 围绕社会救助、 养老服
务、 儿童福利等八个社会工作
领域，五名个人和 15 个社工服
务机构从比赛中脱颖而出。

（据贵州民政）

新疆：
印发《自治区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项目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期间对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老年
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流浪
乞讨人员、 残疾人和其他有需
求人员心理支持和关爱帮扶，
近日，江西省民政厅印发《关于
动员引导慈善、 社会工作和志
愿服务力量加强对重点人群心
理支持和关爱帮扶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动员引导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 乡镇（街
道） 社工站等协助民政服务
机构有针对性地为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老年人、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 流浪乞讨
人员、 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开
展走访探视、 精神慰藉等服
务， 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和
心理变化、精神状态，有针对
性地开展服务。

《通知》提出发挥线上服
务人身安全风险低、信息传播
速度快等优势，积极开展需求
评估、资源链接、心理咨询、在
线培训指导、电话慰问等线上
服务；同时根据线下的实际需
要，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

展走访探视、生活帮扶等线下
服务，积极组织志愿者参与助
医、 送餐和代购等帮扶工作。
创新“五社联动”机制，积极引
导慈善会、红十字会等各类慈
善组织，为重点人群链接公益
慈善资源。

《通知》公布了全省“五社
联动 齐心抗疫” 社会工作服
务热线 16 条， 提供需求收集、
情绪疏导、 心理支持、 政策宣
传、资源链接、危机介入等援助
支持服务。

（据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
印发《关于动员引导慈善、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力量
加强对重点人群心理支持和关爱帮扶的通知》

贵州省首届社会工作实务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