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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疫情防控等特殊时期，还是在日常服务老年群体、关爱未成年人及重点人群等方面，
广大社会工作者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创新，使得广大社会工作者

成为基层治理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有效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弥补了政府相关部门基层服务
力量的不足。

创新模式 整合资源

社会工作者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自 4 月 8 日广州新发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双百” 社工、社
工服务机构、 志愿服务组织、志
愿者和慈善力量，成为抗击疫情
的中坚力量。

数据显示， 广州全市共 180
个社工机构（社工站） 党组织、
1264 人次党员社工带头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参与社区一线抗疫
服务。

广州市民政局及时印发工
作文件，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再强调，引导广大

“双百”社工、社工服务机构、志
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慈善力量
自觉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主动配
合属地政府开展疫情防控相关
工作。 他们集结市社会工作行业
精锐力量，组建一支 100 人抗疫
突击预备队， 派出 50 余人次社
工紧急支援白云区封控、管控区
域疫情防控工作， 电访收集封
控、 管控区域八类困难群体需
求，第一时间转给区、镇街跟进
解决。 建立“每日一报”工作机
制，每日梳理汇总全市社工为困
难群众解决问题情况，及时畅通
问题解决与转介渠道。

广州市民政局指导全市“双
百工程”社工站、专项服务项目，
保持 236条广州社工“红棉守护”
热线 24 小时畅通，全方位、全天
候为居民提供防疫资讯、 情绪支

援、信息咨询、困难救助等服务，
并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 推动
热线服务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截至目前，广州累计投入接
线服务社工 5868 人次， 服务低
保、低收、特困、留守老人、孤寡
老人、独自一人居住老人、困境
儿童、特殊困难重度残疾人等困
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37347 人，组
织解决缺粮、缺油、缺菜、缺药、
急需就医、政策信息咨询、心理
疏导、情绪支持等问题 9003 个，
助力织密织牢困难群众兜底保
障安全网。

集结力量，筑牢社区抗疫防
线。 广州市“双百”社工站、社工
机构共 7000 多名社工根据属地
镇（街）党委的部署安排，全员、

全程与医务人员、 社区工作者、
公安民警等一起参与社区疫情
防控一线， 提供大规模核酸检
测、重点人员流调、困难群众需
求摸查、防疫资讯解答、紧急支
援、资源链接、心理疏导、情绪支
持、 保障支持等线上线下服务，
服务居民群众 736 万余人次。 4
月 8 日以来，依托广州公益“时
间银行” 已累计发布 530 余场
疫情防控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近 1800 人次志愿者服务社
区居民超过 60 万人次。 畅通“长
者心声热线”， 为困境长者等特
殊困难群体提供疫情防控政策
指引，密切关注长者生活、医疗
救治和心理需求。

由广州市志愿者协会联动
广州市为本社会心理慈善服务
中心开通“心理咨询及援助热
线”， 组织心理咨询专家为困难
群体、一线志愿者提供心理关怀
和情绪支持。

整合资源，加强抗疫保障支
持。 依托社区慈善工作站、社区
志愿服务站点力量，广泛动员慈
善、 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疫情防
控。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社工站
累计链接口罩、防护服、米、面、
油等爱心物资 15666 件，折合金
额 28 万余元。

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链接
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资
源，为白云区封控、管控区社工
站送上 400 箱面、400 袋大米等
资源，充分保障疫情防控区特殊
困难居民的基本物资需求。 广州

市慈善会联合近 15 家爱心企
业、 爱心社会组织捐赠 3100 个
护目镜、3500 套防护服（含隔离
衣）、87 万只口罩（含一次性医用
口罩 、KN95 口罩 、N95 口罩）、
6.3 万只手套、1.9 万个隔离面罩、
2000 多箱饮品等，总物资估值达
169 多万元， 并定向派发至疫情
防控重点服务场所及社区一线，
助力疫情防控。

加强管理，从严抓好内部防
范。 印发社工站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指引等文件，开展社工站疫
情防控应急演练，全面加强“双
百”社工站工作人员、服务对象、
场地、 服务等的常态化防控管
理。 联合各区组建督查小组，常
态化开展社工站疫情防控工作
督查，确保社工站疫情防控“四
个零”。 指导各区、镇街、社工行
业做好抗疫一线社工关心关爱
工作， 通过保障防护措施到位、
社工休整到位、 抗疫补贴到位、
典型宣传到位“四个到位”举措，
做好一线社工的支持保障工作。

（据《广州日报》）

4 月 27 日， 河北省石家庄
市裕华区街道（镇）社工站项目
签约仪式在区民政局举办，全
区 10 个街道（镇）社工站全部
挂牌运行。 这也标志着该区全
面完成街道（镇）社工站建设，
在全市率先实现社工站建设和
项目运行全覆盖， 此项工作走
在了全省的前列。

2021 年 3 月以来， 石家庄
市裕华区制定了《裕华区街道
（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工作
推进方案》，明确了“一年抓试
点、两年全覆盖、三年抓提升”
思路，按照“先硬件建设搭建社
会工作平台， 后完善社工机构
体制机制规范运行” 的总体思
路，先后投入资金 460 余万元，
对 10 个街道（镇）社工站进行
高标准建设。 2022 年 4 月该区
投入 180 万元用于购买社工机
构服务项目。

裕华区委、 区政府将乡镇
（街道）社工站建设工作作为加
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两办督办清单，摆
上重要议事议程， 构建分工协
作、齐抓共管、高效顺畅的工作

格局。 该区按照“有场地、有设
备、有人员、有服务功能、有工
作流程、有规章制度”的标准，
有序有效推进街道（镇）社工站
建设， 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
米”，构建起区级社会工作指导
服务中心、街道（镇）社工站、社
区社工室三级服务体系： 建成
一个区级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
心和 10 个街道(镇)社会工作服
务站，全部挂牌运行；配备驻站
专业社工 33 名，围绕社会救助
服务、养老服务、儿童关爱、社
区治理等方面， 覆盖 112 个社
区，覆盖率 100%，累计服务群众
6300 人次。社工站实现全覆盖，
显著提升了基层民政能力。

石家庄市裕华区民政局负

责人表示， 在推进社工站建设
和项目运行工作中， 该区立足
本地实际，构建起“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群团助推、 社会协
同、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统筹
机制， 在石家庄市率先提出并
实施社工站、物委会、未成年人
保护站、志愿服务站等“多站合
一”民政综合服务站，充分发挥
社工站专业平台作用， 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推进街
道（镇）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保障
民生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打
造具有裕华特色的基层服务网
络， 积极探索基层为民服务能
力建设的民政之路。

（据石家庄市裕华区民政局）

据介绍，天津民政部门在全
市设立 65 家街道（乡镇）社会工
作服务站， 社工和志愿者一起，
围绕居民需求做好服务。

滨海新区泰达街道 20 个社
区居委会、162 名工作人员，要为
10 万左右的居民提供服务，人手
紧张。 为补足社区服务短板，天
津建立了 65 家街道（乡镇）社会
工作服务站，辐射全市 488 个社
区和村。 每年民政部门给予资金
支持， 遴选有资质的社会组织，
负责日常运营和服务。

滨海新区泰达街道社会工
作服务站去年 7 月 23 日正式挂
牌，由天津允公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承接运营，是天津首个落地的
街道社工站。

泰达街道社工站建站 8个多
月来， 一直协助居委会做好老年
服务、儿童关爱保护、重点人群等

工作。以前，社区里有老人需要临
时采买，都是告诉居委会。 现在，
居委会收到需求后， 也会同步转
发给社工站。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
社区服务，社工站面向街内近 20
个快递站点，招募了 80多位快递
员志愿者， 他们对社区环境比较
熟悉。 现在，跑腿采买这种需求，
快递员志愿者们会根据自己的工
作情况，进行抢单。 在送单期间，
快递员发现社区的卫生死角等现
象，也会及时反馈给社工站、居委
会，协助维护社区环境。

眼下，泰达街道已经构建了
“街道+社工站+社区”的服务体
系， 形成了“专业服务+社区治
理”两条主线，同时，街里也建立
了督导机制，推动社工站规范化
管理运行，这样的模式，也将在
全市进一步扩面、推广。

（据天津广播电视台）

广州：累计投入接线服务社工 5868 人次

石家庄：裕华区率先实现基层社工站全覆盖

天津：构建“街道+社工站 +社区”服务体系

广州社工协助医护人员，为特殊困难群众提供上门核酸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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