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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入户，上课培训……
这些“赶路人”陪伴惠州“双百”社工成长 10 版

试点一年后
四川社工服务体系建设有了这些成效 09 版

四川眉山：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全力推进社工站规范化建设 08 版

� �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进一步加强基层建设、 夯实治
理基础， 日前， 湖南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措施》）， 提出力争到 2025
年， 全省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到
2035 年， 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该《措施》提出，要完善党建
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 坚持党
建带群建， 统筹基层党组织和
群团组织资源配置， 支持群团
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 培育
扶持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
会组织。 支持党组织健全、管理
规范的社会组织优先承接政府
转移职能和服务项目， 引导乡
镇（街道） 成立枢纽型社会组
织， 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培育
孵化、人员培训、资金代管等综
合服务。 加强区域化党建工作，

在农村推行党群连心“五个到
户” （党员联系到户、民情走
访到户、政策落实到户、产业对
接到户、精准服务到户）工作机
制； 在城市推行机关企事业单
位党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双
报到”制度，推动“我为群众办
实事”常态长效。

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也
是其中重要一环。

《措施》要求，市州、县市区
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政务服
务、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事项

以及村（社区）公共服务和代办
政务服务事项， 将直接面向群
众、 基层能够承接的服务事项
依法下放。 优化乡镇（街道）政
务服务流程， 全面推进一窗式
受理、一站式办理，加快推行市
域通办，逐步推行跨区域办理。
持续推进村（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规范化建设， 依托其开展就
业、养老、医疗、托幼、文体等服
务， 加强对困难群体和特殊人
群关爱照护，做好传染病、慢性
病防控等工作。 开展“新时代新
社区新生活” 服务质量提升活
动，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
上水平。 依法支持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
提供社区服务。 加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和乡村卫生健康人才

队伍建设。
近年来，公益慈善力量成为

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且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措
施》要求，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
展。 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
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
资源的联动机制。 持续实施基
层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 加大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育和社会
工作岗位开发力度。 加快实现
村（社区） 志愿服务站点全覆
盖， 推动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制
度化、常态化开展。 畅通和规范
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
作者、社会组织、志愿者和驻村
（社区）单位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的途径， 全面激发基层社会治
理活力。

（据《湖南日报》）

湖南：创新“五社联动”机制
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 � 为稳步推进乡镇（街道）社
工站建设， 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5 月 18 日， 河北省保定市
竞秀区民政局正式启动“蜜蜂
计划”， 把基层社会工作服务
平台精心打造成落实党和政
府爱民惠民政策的一线阵地，
叫响社工站服务品牌。

“蜜蜂计划”主要以韩北街
道为基础，带领社区社会组织
开展“暖阳”特殊困难群体帮
扶计划、“乐龄”老年人群体陪
伴计划、“雏鹰”儿童青少年成
长计划、“乐居”增能计划等四
项专业服务活动。 项目以田野
社区为基础，探索以党建引领
为核心，以“五社联动”为机制
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
治理新体系。 竞秀区将以“蜜
蜂计划”为依托，努力打造全
区社会工作服务新品牌，切实
提高社区治理服务水平，提升
服务对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近年来，竞秀区经过对社

会工作服务模式的不断研究
和探索，依托“区、镇街、村居”
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全
面覆盖， 重点抓好品牌建设，
连续三年在全区范围内实施
“公益创投”和“社创杯”微创
投项目大赛，立项 65 个，开展
活动 600 余场， 服务群众三万
余人，民生领域的服务能力和
品质大大提升。

下一步，竞秀区民政局将
按照“一年覆盖、两年规范、三
年提升”的工作部署，以区级
社工服务中心为核心，结合 10
个镇街社工站、76 个社区社工
室等百余个服务站点的工作
开展，继续深耕，满足群众迫
切需求，激励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社会治理，实施竞秀区社会
工作“百舸计划”，让社会工作
专业力量在建设品质生活之
城和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据保定市竞秀区民政局）

内蒙古兴安盟：
创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构建“五社联动”治理格局

河北保定：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稳步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自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暨社工站建设工作以来， 兴安
盟民政局始终以“搭建平台、打
造品牌、彰显温度”为抓手，充
分发挥社会工作在保障和改善
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
的作用， 积极打造本土特色的
社会工作服务站。

强化载体建设
打造亲民化服务平台

目前， 全盟共组织实施七
个“五社联动”社会工作服务试
点项目，一个“三区计划”项目。
一方面，坚持规划引领，将街道
（苏木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和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全
盟民政事业“十四五”规划、人
才工作“十四五”规划，并作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内
容予以重点推进。 另一方面，坚
持开放理念，印发《兴安盟民政
局“五社联动”社会工作服务试
点工作方案（2021-2025 年）》，
把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成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
的有力阵地， 打造联系群众、发
动群众、服务群众的开放平台和
桥梁纽带，以真情、优质、高效
的专业服务凝聚居民群众，畅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指数。

强化人才培养
发挥专业化发展优势

兴安盟紧紧围绕社会工作
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发展要
求，将社工人才培养纳入全盟人
才队伍建设的“总盘子”，推进社
工人才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加强部门联动。 为加快推
进事业单位、苏木乡镇（街道）、
城乡社区、 社会组织等相关机
构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
位，盟民政局联合 16 个盟直相
关部门印发了《兴安盟关于切

实做好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
与人才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合理确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
酬待遇， 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服务保障。

目前，全盟民政系统 21 个
事业单位中共设置社会工作岗
位 17 个，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职业地位；同时，吸
引一大批社会工作者参与到社
会救助、农村留守儿童保护、残
疾人“两项补贴”、慈善救助、照
料护理、心理疏导等工作当中，
保障了社会工作服务水平的科
学化、精准化、精细化，有效解
决了群众最迫切、最需要、最直
接的需求。

加强激励机制。与盟委组织
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兴安盟
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办法（试
行）》，支持社会工作相关从业人
员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评价
和学历教育，对取得初级、中级、
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的社区专
职工作者并聘任在相应岗位的，
分别提升 1—3级基本报酬。

落实“传帮带教”。 针对全
盟社会工作基础薄弱、 社工人
才短缺的实际情况， 除了配备
驻站专职社工人才以外， 注重
在人才使用中培养人才， 由专
业社工定期对驻站兼职社工、
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社会组
织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居民骨干
进行社会工作专题理论知识和
实务技能培训，通过“传、帮、
带、教”培养一支本土化、专业
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强化服务效能
开展零距离群众服务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扎根
基层、 服务群众和专业能力优
势，结合当前基层重点工作、中
心工作， 因地制宜开展各项社
会工作服务， 在科右前旗的远
征村组建了老年人文艺队，在

平安村成立了手工纺织兴趣小
组， 让村中的留守老人老有所
乐； 在扎赉特旗新通路小区成
立了居民与志愿者一对一爱心
小组，让邻里的关系和谐融洽。

制定精细化服务清单。 通
过前期摸排和现场走访， 积极
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事项需求调
研， 入户收集群众的问题需求
和意见建议， 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以社会救助、 老年服
务、儿童关爱、社会事务、社区
治理等为主要领域，制定《兴安
盟社会工作服务站服务事项清
单》，有效保障社会工作服务水
平的科学化、精准化、精细化。

发动居民群众及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本着亲民便民、利民
惠民、共建共享的理念，发现并
挖掘有意愿的社区群众积极参
与社会工作。 动员村（居）民小
组组长、退役士兵、党员、大学
生等组成志愿服务队， 以志愿
服务的形式为社区（嘎查村）中
有需要的困难群众和老人开展
服务。 通过联系学校、妇联、残
联、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等共同
策划开展活动， 有效提升资源
整合能力。

开展专业社工服务。 运用
“助人自助”社会工作理念和专
业方法，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
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聚
焦辖区居民群众最迫切的需
求，开展照料护理、能力提升、
心理疏导、社会融入、资源链接
等各项社会工作服务。目前，兴
安盟各社会工作服务站共走访
入户 1493 户， 建立档案 231
个，开展小组活动 43 次、个案
服务 20 个、主题活动 57 场，慈
善资源链接 1.7 万元， 累计服
务群众 1.36 万余人次。 充分发
挥了社会工作贴近群众和专业
性优势， 切实做到民生服务更
接地气、更有温度、更加持久。

（据兴安民政）

� � 保定市竞秀区副区长康美欣、 竞秀区民政局局长雷雪军为
“蜜蜂计划”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