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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社工人数达 73.7万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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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月 28 日上午，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副会长乔恒、婚姻
家庭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孙长
鸿一行四人赴北京恒华伟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考察调研，
并开展业务合作交流座谈。

乔恒对恒华科技的发展
实力、创新能力以及多年坚持
公益慈善的举措给予充分肯
定。 他指出，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与恒华科技在婚姻家庭、
职业教育、智慧社区等方面业
务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并就
乡村振兴、海外职教与社工国

际交流、智慧社区与“五社联
动”“乡村筑梦工程”实施等方
面协作提出了专业建议。

乔恒认为，德胜无忧养老
平台已不单局限于养老服务
功能，更像一个综合的家庭服
务平台。 要将平台优势与婚姻
家庭工作委员会的业务相结
合，既可以帮助企业渡过目前
的难关，又可以为农村留守人
员进行线上培训，实现居家就
业。 下一步，双方可加速开展
务实有效的合作进行对接与
探索。

恒华科技公司董事长江春
华对企业情况进行了全面介
绍，并汇报了职业教育与智慧
社区相关业务发展情况。 他认
为，数字教育是响应国家加大
职业教育政策的新业务方向，
包括数字孪生技术、无人机驾
驶、海外职教等。 智慧社区业
务主要依托德胜无忧互联网
养老平台， 探索积分养老、家
庭养老、多元服务的新模式。

会上， 双方就未来的合作
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乔恒一行
赴恒华科技考察调研

� � 日前，2022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经启动。 近年来，该项考试热度一直较高，报名人数持续增长。 截至目前，该
项考试相关工作有哪些新的进展？广大社会工作者将如何进一步发展专业作用？ 4月 26日，民政部举行 2022年第二季度例行新

闻发布会，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读。

� � 据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
社会工作司副司长孟志强介绍，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是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的一项核心制度，由民政部和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建立，分
为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
和高级社会工作师三个级别，采
取全国统一考试和评审的方式
开展评价。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
工作岗位的不断开发、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服务站点
的不断增加， 社会工作职业化、
专业化程度显著提升，对社会工
作者的评价需求也相应提高。

孟志强谈道， 自 2019 年以
来， 考试报名人数以每年 10 余

万人的数量逐年大幅递增，2021
年报考总人数更是达到了 80 余
万人，创历史新高，考生涵盖了
社区工作者、 社会组织从业人
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高校
社会工作专业应届毕业生等。目
前， 全国共有 73.7 万人取得社
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有效促
进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结构的
优化和素质的提升。按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安排，今年的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将于
6 月 18 日、19 日举行。 目前，各
地考试报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
具体事项可查询中国人事考试
网、各省（区、市）人事考试机构
发布的有关通告。

社会工作者主要面向有需
要的群众提供心理疏导、关系调
适、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
他们不仅来自民政工作领域，还
大量分布在青少年事务、职工服
务、禁毒戒毒、矫治帮教、卫生健
康、教育辅导等领域，日益成为
服务人民群众、 化解社会矛盾、
创新社会治理的一支不可或缺
的力量。特别是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等工作中，广大社会
工作者勇于担当、 主动作为，发
挥了重要的专业引领和人才支
撑作用。在民政部目前大力推进
的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工作
中， 广大社会工作者深入村居，

用脚步丈量民情民意，用专业提
升服务能力， 打通了为民服务

“最后一米”，破解了长期制约民
政事业发展的基层力量薄弱的
问题。

孟志强表示，在这两年各地
疫情防控工作中，广大社会工作
者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
势的重要指示精神，着力为受疫
情影响群众提供情绪疏导、资源
链接、 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服
务。 湖北省在疫情期间，探索形
成了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为支撑、 以社会

组织为载体、以社区志愿者为依
托、 以社会慈善资源为助推的

“五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助力
化解了疫后综合征。 目前，民政
部在全国积极推动创新“五社联
动”机制，引导发挥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优势和社会工作的专业
优势，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

（据民政部官网）

4 月 24 日， 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会长陈存根带领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生态文明社会工作委员
会筹备组一行四人赴中国煤炭地
质总局座谈交流。

在座谈会上， 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党委书记、 副局长赵平主持
并介绍了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的发
展历程和中央企业要积极履行的
三大责任， 简要介绍了总局在新
能源勘察、开发利用、矿山修复、
流域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工作。 陈
存根介绍了社会工作的国内外发
展历史和现状， 强调了成立生态
文明社会工作委员会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 分析了双方在工作方向
上的“契合点”，建议围绕实现“双
碳”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展
相关工作。

陈存根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近年来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能源资源、 矿产资源保障和技术
服务，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实现绿色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给
予高度赞扬， 希望双方单位加强

学习交流， 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把
相关技术和工作成果应用到建设
绿色低碳社区、 建设美丽城乡和
建设绿色矿山矿区中去， 共同推
动与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水
平，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局长、党
委副书记马刚表示， 将发挥好央
企的综合优势和技术专长， 从主
责主业出发，坚持地质思维，以建
设“透明地球、数字地球、美丽地
球”为愿景，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地质与生态文明建设
企业集团， 争做绿色发展与生态
文明建设的国家队和排头兵。 马
刚表示， 总局有关方面要积极与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开展合作交
流，积极履行好社会责任，共同推
进绿色发展。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
驻会副会长王春益， 中国煤炭地
质总局副局长王海宁、 总经济师
姚志祥，工会主席、规划发展部部
长于运强等参加座谈交流。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一行
赴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座谈交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疫
情发生以来， 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高度关注疫情防控工作，
组织动员各级社工组织及社工
力量，发挥社工专业优势，积极
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为疫情
防控积极贡献社工力量。

为有效支援吉林省新冠
疫情防控工作，在得知疫区急
需呼吸机等抗疫物资后，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积极对接社
会资源，链接抗疫物资，以实
际行动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
大动力，助力一线抗疫。

近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携手丝路国际公益基金、中
国丝路集团、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吉林省社会工作者协会等
单位，分别向位于吉林省长春
市区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
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捐赠不
同型号呼吸机共 200 余台，价
值 1700 万元；中社联康复医学
委员会携手吉林省社会工作
者协会、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
金会等单位，向吉林大学中日
联谊医院捐赠价值 38.3 万元
防疫物资。 相关物资已于近期
分批抵达受赠方并投入使用，
这些抗疫急需物资跨越千里
之遥，为一线抗疫工作提供了
极大的援助和支持，共同传递
温情与大爱。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积极支援吉林省新冠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