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投入 4680万元 开展第二批社工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日前，四川省民政厅、财政
厅联合印发 《关于组织实施
2022 年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
设试点项目的通知》，正式公布
社工服务体系建设第二批试点
单位名单。 据悉，2022 年，四川
继续投入省级财政奖补资金
4680 万元 ，确定成都市青羊区
等 69 个县（市、区）为第二批社
工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单位 ，在
成都市青羊区西御河街道等
234 个乡镇 （街道 ）实施试点项
目，带动各地加快实现乡镇（街
道）社工服务全覆盖，并将其作
为全省 30 件民生实事之一予
以推进， 让社工服务惠及更多
群众。

首批试点
取得阶段性成效

2021 年， 四川省民政厅把
握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两项改
革等阶段性任务完成后群众的
现实需要， 启动建设四川社工
服务体系。 按照 “三年试点引
领 、两年扩面延伸 ”的思路 ，锚
定 “‘十四五 ’末实现乡镇 （街
道 ）社工服务全覆盖 ”的目标 ，
遴选 82 个县（市、区）作为社工
服务体系建设首批试点单位 ，
采取 “省级资金奖补带动运行
一批”的方式，支持 228 个街道

（乡镇 ）实施试点项目 ，引领各
地通过 “城乡社区治理试点形
成一批、 依托民政服务机构布
局一批、 市县整合部门资源自
建一批、 利用现有场所资源赋
能一批”等途径，积极建设市域
四级社工服务体系。

截至目前， 四川省共建成
社工站点 4446 个 ，30 余 个县
（市 、区 ）实现乡镇 （街道 ）社工
站全覆盖 ，5000 余名驻站社工
提供救助服务 6.45 万人次 、开
展老幼关爱 19.14 万人次，助推
产业发展 3388 次、链接社会资
源 2846 万元、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 2129 家 、 成立志愿服务队
2424 支 、 开展社区活动 8298
次，惠及群众超过 250 万人次 。
民 政 部 印 发 四 川 相 关 经 验 ，
2021 年 7 月 8 日 ，乡镇 （街道 ）
社工站建设中西部片会暨全国
调度会在川召开。

“三个注重”统筹布设
第二批站点

经过 “县申报 、市审核 、省
确认”等程序，四川省民政厅结
合发展所需、 群众所需和治理
所需，突出“三个注重”，科学布
局试点项目。

注重向城乡社区治理试点
县（市、区）倾斜。 从全省第二批

开展城乡社区治理试点的 40
个单位中， 选择 26 个县 （市、
区） 作为社工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地，占比达 65%，推动试点单
位建设社工服务体系， 提高基
层治理服务组织化、 专业化水
平， 进一步提升城乡社区治理
实效。

注重中心镇示范引领 。 结
合县域片区划分工作 ， 在 87
个中心镇布局试点项目 ，优化
配置社工服务资源 ，通过建成
运行中心镇社工站 ，示范引领
周边乡镇加快社工服务站点
建设 。

注重加强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社区治理。 把社工服务
作为助力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社区治理的核心内容， 聚焦
民政厅实施的 “彝路相伴”“牵
手伴行 ”行动计划 ，在 10 个集
中安置点布设试点项目， 侧重
开展“天府银龄”老年人关爱社
工服务， 助力搬迁群众 “稳得
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特色“五化”重点
开展“六项服务”

四川省推进社工服务体系
建设试点 ，坚持 “服务是灵魂 、
质量是生命”， 突出 “五化”特
色，建好社工站点。

突出社会化 。 实施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 ，坚持 “养事不养
人 ”， 通过引入社工机构进驻
站点 ，以社会化服务满足居民
需求 。

突出专业化。 要求试点站
配备两名以上持证社工， 综合
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
工作等专业方法开展服务 ，并
鼓励招聘社工专业的应届大学
生为驻站社工， 推动解决就业
难题。

突出体系化。 构建市域四
级社工服务体系， 市级支持中
心侧重策划指导、提供支持，县
级总站侧重统筹调度、 培训督
导等 ，乡镇 （街道 ）社工站兼具
培训督导和直接服务的双重功
能 ，村 （社区 ）社工室直接面对
居民开展服务。

突出亲民化。 采取请入站、
走进门等方式为居民提供面对
面、个性化服务。

突出本地化。 初期引入成
都等地社工机构进行人才培
养， 后期逐步培育形成以本地
社工为主的支撑力量。

同时， 推动社工站围绕居
民需求，重点开展需求评估、资
源链接 、社会救助 、老幼关爱 、
社区治理、 产业发展等六项服
务， 在全省各地有效营造扶弱
解困 、老有所乐 、幼有所长 、勤

劳致富 、互帮互助 、共建共享 、
温馨和谐的社会治理场景。

“五社联动”
促进社区治理

充分发挥社工站点的纽带
作用 ，大力推进社区 、社工 、社
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
资源“五社联动”，广泛凝聚“向
上向善”的社会力量，助力基层
治理现代化。

丰富 “五社 ”元素 ，依托社
工站点，培养本地社工人才，孵
化服务类、治理类、兴趣类的社
区社会组织和各类 “自组织 ”
“微组织”， 培育社区志愿服务
队伍，广泛链接社会慈善资源，
共建社区生活共同体。

探索 “五社联动 ”，依托社
工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创新探
索党建引领、需求导向、资源链
接 、项目牵引 、应急响应 、统筹
协调等机制 ，丰富 “五社联动 ”
服务场景， 提升社区治理社会
化、组织化水平。

服务社区疫情防控， 引导
社工站点积极动员 “五社 ”力
量， 有序参与疫情社区排查防
控，承担排查社区风险人员、协
助核酸检测、链接社会资源、提
供关爱服务等工作。

（据四川省民政厅）

� � 在大力发展社会工作逐渐成为全社会共识的背景下，各省市不断出台并完善相关支持措施，在政策、财政及人才培
养等多方面给予支持。 发展社会工作、推进“五社联动”已成为各地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

多点开花 持续推进

多地社工服务体系建设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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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广泛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社区服务关系民生 、连

着民心。 近日， 安徽省民政
厅、 省发改委印发 《安徽省
“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 》 （以下简称 《规
划》）。 《规划》设置了七项预
期性发展指标 ， 到 2025 年 ，
全省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覆盖率预期达到 100%，城市
社区政务通用自助服务覆盖
率 100%，每万城镇常住人口
拥有社区工作者 18 人。

安徽省将聚焦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弱有所扶和文体服务有保
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
村（社区）下沉。 到 2025 年，基
本建成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适应、广覆盖、高质量
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党建引
领社区服务机制更加健全，城
乡社区为民、便民、安民服务
功能更加完善，居民群众获得

感更加充实、 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为促进既定目标顺利实
现，《规划》 确定服务体制机
制构建、社区服务提升、服务
设施完善、 社区服务数字化
建设、 社区服务人才建设等
五大重点任务， 并设置六个
项目专栏 ，实施 “一大行动 ”
“五大工程”。

“一大行动 ”即社会力量
参与社区服务行动,包括培育
发展一批服务性、公益性、互
助性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社区服务； 以留守独居老年
人 、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 、残
疾人等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
为重点，广泛开展志愿服务 ，
大力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和互
动交流活动； 依托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建立社会工作室 ，
打造特色服务品牌 ， 广泛开
展专业化、个性化、精准化社

会工作专业服务等。
“五大工程 ”即新时代新

社区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工
程、城乡社区服务设施完善工
程、城乡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
工程、城乡社区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工程、推进长三角服务一
体化发展工程。 其中，在城乡
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工程方
面，安徽省将依托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推动“互联网+
政务服务”向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延伸覆盖， 重点开展
“互联网+基层治理” 行动，全
面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智能化
水平。 同时，依托“数字江淮”
“加快 5G 发展” 等重点工程
和项目，持续推进智慧社区建
设，每年选择 10 个至 20 个单
位进行智慧社区建设试点，力
争在五年内探索出智慧社区
建设安徽路径。

（据《安徽日报》）

湖北：武汉将建设 140个街道（乡镇）社工站
日前，记者从 2022 年武汉

市民政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
武汉将围绕“多元共治”这一主
题， 从多方面持续提升社区治
理效能。 其中， 武汉市将建成
140 个街道（乡镇）社工站。

近年来， 武汉坚持创新推进
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
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
动”，不断完善多元治理格局。

记者 了 解 到 ，目
前，武汉市建成街道社
工站 110 个，全市社会
组织达到 2.66 万个 ，
社会工作人才达到 1.4
万人 ，注册志愿者 287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例
达 23.28%。 江岸区成
功创建全国社区治理
创新实验区，新洲区巴
徐村被民政部确定为
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
新实验试点单位。

今年，武汉将继续强化“五
社联动” 服务模式， 建设街道
（乡镇 ）社工站 140 个 ，创建 15
个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
务企业“三方联动”示范点。

下一步 ， 武汉市将加强社
会组织品牌建设， 支持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提
供更多专业化社会服务。

（据《长江日报》

武汉社工投身社区防控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