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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山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
察部与淮北市民政局加强合作，
就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引入问题
进行事前商议， 在经过一番调
研、全面实地考察资质和专业人
员配备情况后，最终选定由民政
部门推荐的经常从事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的淮北舒翔社工服务
中心。 同时，相山未检检察官对
该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人员进
行了未成年人专业法律培训，并

告知未成年人工作相关纪律要
求和工作规定。

随后，相山区检察院与淮北
舒翔社工服务中心开展座谈，并
举行了《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司法社工服务机制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

该服务协议内容涉及对未
成年人案件开展社会调查、观护
帮教及心理测评、心理疏导等多
项工作。 此项新工作模式充分整

合了检察机关与社工组织的资
源优势，健全了司法借助社会工
作专业力量的长效机制，系淮北
市首次将专业司法社工引入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实现未成年人
案件专业化办理与社会化保护
无缝衔接的有益探索。

合作协议签署后，淮北舒翔
社工服务中心正式接受委托为
涉案未成年人开展相关活动。 专
业社工带领涉案未成年人走访

帮助特困人员、 失能和半失
能的五保户， 通过参与公益
活动， 让这些孩子体会到帮
助他人和关爱他人的快乐。
专业社工还对心理存在问题
的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孩子
慢慢敞开心扉， 吐露成长中
的困惑；老师提出改善问题，
助力心理健康的方法， 帮助
涉案未成年人顺利走出阴
霾，重回阳光。

相山区检察院未成年人

检察部还联合淮北舒翔社工服
务中心专业人员对涉案未成年
人父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
和指导家长改变不当教育方式，
重塑良好家庭关系，同时也引领
涉案未成年人养成良好道德行
为习惯，树立正确价值观。

下一步，相山未检将继续贯
彻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工作原则和“教育、
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巩固

“未检+社工” 未成年人保护模
式，引导更具专业优势的社工组
织从事具体的帮教工作，从而全
面提升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
质效，为维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据“相山检察”微信公众号）

离开社区核酸采样点不一
会儿， 李凯就坐到了集中隔离
点指挥部的电脑前， 开始新一
轮值守。

李凯是北京市朝阳区安贞
西里社区的一名普通社工，
2018 年通过招考走上社工岗
位。 四年间赶上的大事儿除了
经济普查、 国庆盛典、 人口普
查，就是新冠疫情了。 面对繁复
的防疫工作， 李凯在社区赢得
了相当不错的口碑， 他把这些
归功于一副“平和的心态”。

“我从事的工作都是服务
性的， 紧着一个方针———以真
心换真心，并且从他人的肯定
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不管是
日常还是防疫， 居民有意见都
不是针对我个人。 大多是因为
相关政策没解释清楚， 产生误
解。 疫情来了、社区封了，居民
有情绪是正常， 但看着社工每
天为居民从早到晚忙上忙下，
也就理解和接受我们的工作
了。 做社工得有同理心，能承

担居民的小情绪， 发泄完就没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李
凯谈道。

除了上门核对数据信息，
李凯和同事还要利用上门机会
对居民宣传疫苗接种工作的重
要性，打消居民顾虑。 李凯把为
居家观察居民送快递、 收垃圾
视为一种联络感情的途径，为
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本周开始， 李凯第二次被
抽调参与集中隔离点管控，迎
接他的又将是没日没夜的工
作。对此，他说已经习惯了。“集
中隔离点要根据卫健委派单数
据随时和酒店核对入住人员信
息，按时间节点汇总上报信息，
确保入住管控人员信息准确，
居民隔离期满后第一时间联系
属地街乡，对接人员转运事宜，
确保工作运转有序。 这些都是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 我们每人
分担一部分， 但忙起来就不分
你我了。 ”

李凯说，在社区，流调同样

不轻松。 他所在的安贞西里社
区有 22 栋居民楼、2600 多户、
7000 多居民， 还要承担区疾控
中心安排的流调派单， 最多时
仅社区单日流调电话就达 1500
多个，凌晨 3 点还在打，就怕耽
误流调时间。

4 月 25 日起， 李凯第二次
参与集中隔离点的管控工作，
每天与区指挥部数据组、 派驻
医疗组医生及酒店衔接派单人
员数据，与街乡对接人员转运、
汇总信息上报区指挥部等。

疫情发生以来， 李凯除了
日常工作外，街道、社区的疫情
防控体系常年运转， 派单大数
据信息核实（电话、上门）、居家
管控人员落管（上门磁、 送快
递、收垃圾、配合医生上门核酸
检测）、对接人员转运、健康监
测人员建立微信群跟踪管理、
动员居民接种疫苗等， 事来了
就干，社工们轮流值班，甭管几
点， 都得有人盯着完成。 事再
多，他心中也能捋出个头绪，按
轻重缓急先干哪个，后干哪个。

今年 1 月底， 安贞里突发
疫情， 李凯被抽调到安贞里居
民就医保障组， 参与医疗组就
医转运、陪同就医、晚间电话值
守。 事后统计，安贞里社区封管
控期间， 平均每天 100 多个外
出就医需求电话， 仅需要外出
透析人员就有 11 人。 那一次疫
情，李凯 25 天没有回家。 他说
经历了很多事， 他更少计较得
失，内心也更加平和。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疫情下的社工：
流调电话单日最多 1500多个，打到凌晨 3点

广西北海：
“全科社工”精准为民服务

“刘姨，我们现在来帮您办理
一下高龄补贴， 跟您核实一下信
息。 ”在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城市社
区各个网格，随处可见“全科社工”
忙碌的身影。 去年以来，海城区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开
展“三事通解”行动，推行“全科社
工”遍访服务制度，着力提升城市
基层治理精细化、精准化水平。

一岗专办转变为一岗通办

“现在办事一个窗口全能搞
定， 以往的一个窗口只能办一件
事，有时候遇到专职人员不在还得
要来回跑。 ”贵州南路社区居民韦
巨香提起“全科社工”赞不绝口。

海城区贵州南路社区党委副
书记曾广萍介绍， 之前居民到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办事，往往按照
民政、计生、社保、残联等条块专
人专办，有的岗位和窗口工作人
员一天要接待几十位群众， 有的
几天都没有人“光顾”，常常出现
工作量多寡不均的现象。 如今，

“全科社工”的推行，打破了原来
的条块工作壁垒，让社区工作人
员熟悉掌握社区全部管理服务
事项，从“专门专岗”转变为“全科
全能”的多面手，实现了民生事项

“一次受理、一窗办理”，提升了为
民办事服务效率。

海城区探索推行“全科社工”
驻中心进网格服务新模式，制定了

“全科社工” 驻中心全科服务类工
作任务清单和进网格遍访服务类
工作任务清单，设置党群服务中心
一站式服务窗口，每个社区安排三
到四名“全科社工”驻在党群服务
中心接待办事群众，一站式办理业
务，实现居民办事“只需跑一趟”。

坐等上门转变为遍访民需

在海城区东街街道茶亭路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只设
置全科服务窗，当班三名“全科社
工”受理所有事项，能办结的当天
办结， 当天办结不了的后台分类
速办，其他不值班的七名“全科社

工”下沉基层网格开展遍访服务。
“做好社区服务，不能仅停留在坐
等群众上门， 还得主动敲门问需
于民，如今我们都有两个身份，既
是社区干部，也是网格长。”“全科
社工”庞洁说。

“过去我们大多时候都坐在
党群服务中心等群众需求, 现在
是‘全科社工’进网格走街巷入楼
栋问需求了, 党群干群关系更融
洽了。 ” 黄海路社区党委书记沈
劲说，“全科社工” 进网格采取
“1+9+N”团队服务模式，即“全
科社工”（网格长）， 联络公安、综
合执法、 市场监督等九个职能部
门网格员， 发展包括机关党员干
部、街巷长、大学生在内的 N 名
兼职网格员。 截至目前， 该区共
整合 345 名社区工作人员，编
381 个网格担任网格长， 走进网
格访民情解民忧纾民困。

权责不清转变为权责一致

海城区推行准入事项清单
化，坚决杜绝不合理的职能下放，
全力保障“全科社工”卸包袱、服
务网格群众。 该区通过统一标准
体系、统一服务规范、统一培训流
程、统一绩效考核等，按照“权随
责走、事随人走”原则，将驻中心
“全科政务” 分为 8 大类 15 小类
34 项， 进网格遍访服务分为 10
大类 20 小类 75 项， 厘清社区职
责、 划定服务范畴， 明确办理流
程， 职能部门不得直接安排社区
工作者从事服务清单规定职责外
的工作。同时，该区还推行社区工
作者“三岗十八级”薪酬制度，实
行绩效二次分配， 细化工单（业
务）打分评价，激励“全科社工”在
网格中干事创业。

据悉，今年以来，海城区“全
科社工” 全覆盖走访网格住户
147159 户（次）， 办结民生事项
8000 多件，关怀“一老一小”2300
人次，开展协商议事 900 多次，调
解矛盾纠纷 600 多次， 驻中心进
网格服务跑出了“加速度”。

（据人民网）

淮北首家！ “检察＋社工”模式助迷途少年“归航”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未检工作，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立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际提出的一
项重要举措。为进一步融合社会力量、专业力量，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

的专业水平，近日，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检察院联合淮北舒翔社工服务中心签署《建立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司法社工服务机制合作协议》，开启了“检察 +社工”未成年人保护新模式。

李凯在社区办公室电话核实疫情派单大数据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