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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生态文明社会工作委员会
筹备座谈会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出席会
议并讲话，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
促进会驻会副会长王春益主持
会议。

陈存根向与会专家代表介
绍了社会工作的国内外发展历
史与现状，充分阐述了筹备成立
生态文明社会工作委员会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并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了指导意见和具体要求。

陈存根会长强调：
一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推动生态文明社会工
作的深入开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博大精深、科学精准、内涵
丰富、系统完整，理论性和实践
性都很强。 我们要认真领悟、深
入学习，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
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把生态文
明理念与实践全面落实到社会
工作中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模式，实
现社工理论中国化。 陈存根强
调，社工理论和社工虽然是“舶

来品”， 但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
工作和社工队伍与西方有本质
不同， 我们是党领导下的社工，
是国家的社工，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社工。

二是成立生态文明社会工
作委员会是创新工作模式、对接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与
必然要求。 自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去年举行换届大会后，积极适
应新的形势与挑战，对原有的工
作委员会和有关二级机构进行
了调整，决定新组建包括生态文
明社会工作委员会在内的八个
工作委员会。 如何把生态文明理
念落实到城乡社区和社工队伍
中去，建立低碳社区和美丽乡村
是委员会未来的工作重心。 要坚
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国家生态
文明战略需求，研究如何在社会
工作过程中，将生态文明融入社
会、社区和基层最末端，努力为
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新的生态文
明幸福生活。 要从遵循绿色、低
碳、简约、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
入手，通过改变人的思维意识和
行为习惯，培育良好的生态文化
和社会氛围，进而改变周边环境

和城乡面貌。
三是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把

生态文明社会工作委员会工作
平台搭建起来。 当下，首先要把
领导班子与工作机构建起来，建
议以央企、国企为引领，各相关
民企为主体，相关科研院所和社
会团体为重要力量， 积极发
展会员， 开展宣传与动员工
作， 逐步建设和培养一支综
合素质高、干事能力强、专业
精湛的生态文明社会工作队
伍。 要在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统一领导下， 遵照党纪国
法要求， 严格执行中社联章
程和各项规定， 并制定工作
委员会的内部管理办法和工
作条例， 确保工作委员会规
范、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要充
分利用全国社工体系内的各
种资源， 坚持务虚与务实相
结合，积极策划重要项目，举
办培训、调研、会展和学术论
坛等系列活动， 扩大社会影
响力。 当前，筹备工作要抓紧
推进，在基本条件具备后，择
机举行生态文明社会工作委
员会成立大会。

陈存根最后表示，欢迎大家
踊跃加入到这个新组建的大家
庭中来，积极参与，广泛动员，共
建共享，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
社会繁荣进步作出贡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
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易昌良、中科

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卫
伟、北京建工集团环境修复公司
党委书记李文波等环保单位负
责人和相关专家 20 余人出席会
议，并对委员会筹建及未来工作
规划提出专业意见。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4月 17日，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会长陈存根带领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司法社会工作委员会筹
备组一行八人， 赴北京多元调解
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调促会”）
参观交流。调促会会长翟晶敏，调
促会书记、秘书长接待。

交流组一行在翟晶敏的陪
同下参观了调促会的共享调解
工作平台、专用调解室、调解工
作培训室等调解仲裁配套服务
设施， 听取了关于调促会的成
立、职能定位、目前取得的成绩
与困难、 调促会会员单位等方
面的详细介绍。 翟晶敏还就调
促会调解案件分流流程、 调促
会驻法院工作站工作内容等事
项与交流组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交流组与调促会成员进
行的座谈会上， 陈存根对翟晶
敏的热情接待和详实介绍表示
感谢， 并充分肯定了北京多元
调解发展促进会取得的成绩。
陈存根表示， 多元仲裁调解机
制， 是让诉讼群众真正受益的

纠纷解决机制， 能够让法律真
正落到实处， 节约纠纷解决的
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多元仲
裁调解机制符合人民群众对司
法的需求和期待， 整合社会力
量， 体现了社会公益性及法律
公信力， 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
了非常好的作用。 希望交流组
此行交流学习能“学到真经”，
将学习成果运用到社会工作当
中，给与公民权利多途径、多层
次的保障， 从而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翟晶敏对交流组提出的问
题逐一解答， 并对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的社会工作和调解工
作的开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据悉，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
促进会系全国首家省级、 为行
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提供服务
保障的自律性组织， 旨在贯彻
落实党中央、 最高法院和市委
关于加强多元调解的方针政
策， 建设有时代特点和首都特
色的多元调解模式。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一行
赴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参观交流

� � 4 月 21 日下午，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副召集
人俞勤率队到访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双方就加强社会工作宣
传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陈存根会长对总台视听新媒
体中心的到访表示欢迎， 并详细
介绍了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和我
国社会工作发展情况。他表示，社
会工作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大力推动下，发展迅速，成效显
著，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和社
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是党和政府
开展群众工作的有力助手，是党
和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纽
带，是落实中央惠民政策的职业
队伍。 社会工作以其“扶贫济困、
助人自强”的理念开展社会公益
服务，为有需要的困境人群提供
专业化、差异化、精准化的服务，
在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营造共建共治共
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进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 他坦承，目前我国
社会工作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比
如社会认知度不够、制度化建设
不够、经费支持有限等。 他希望
能够发挥总台受众广、 影响大、
传播远的优势， 借助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这个高端权威的平台，具
体围绕“社工是什么、 社工干什
么、社工怎么干”宣传推广社会工

作， 共同营造推动社会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讲好中
国社工故事，最终形成“有困难找
社工”的社会共识。

俞勤介绍了总台视听新媒
体中心公益平台的设想。 她表
示，央视频作为总台重点打造的
旗舰新媒体平台，承担着国家媒
体平台使命，自发布以来也实现
了很好的发展， 受到普遍关注。
她希望与联合会及各分支机构
开展全面合作，结合当下党和国
家重视、 社会大众关心的领域，
共同规划、设计一些重点宣传项
目，打造权威、可靠、有影响力的
公益平台，大力开展社会工作和
社会公益的宣传推广，共建社工
人的家园。

双方还就各自关注的问题
进行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发挥双
方的资源优势，开展更紧密的合
作。 双方商定落实专人建立常态
化的联络沟通机制，就有关合作
事项和细节进行进一步沟通协
调， 共同搭建一个宣传社工、弘
扬公益的国家级社会工作宣传
平台。 通过平台深入挖掘社工领
域的精彩故事和鲜活案例，形成
系列报道，传递社工形象。

副会长兼秘书长康鹏、副会
长王谦、周冰出席座谈会。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
到访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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