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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社工：
织好“抗洪防护网”最后一米 10 版

持续推进社会工作参与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
《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发布 09 版

17部门参与
内蒙古建立社会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 08 版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教授杨
玉泉介绍了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的建校历史沿革、 学院和专业
设置、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参与
对口支援等内容。杨玉泉表示，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作为民政
部直属的全国性社会工作团
体，在行业内有重要的影响力，
同时也和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办
学定位、 专业结构布局都有着
很大的契合度， 双方有着巨大
空间。

杨玉泉就下一步深化校社
合作提出了五点设想： 一是充
分利用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行
业信息资源优势， 为学院专业
调研、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定位
提供指导意见； 二是充分利用
联合会平台积极推进与行业交
流合作， 进一步扩大学院影响
力； 三是充分利用学院教学资
源和专业优势， 积极参与联合
会有关公益项目， 促进首都乃
至全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四
是充分利用学院专业优势，积
极参与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的建设，联合开展专业化培训；
五是充分利用联合会和学院的
专业优势， 积极开展社会工作
理论与实务的研究。 杨玉泉表
示，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有意愿、
有信心进一步具化和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的合作， 深化专业
建设、教学改革，为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乔恒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的成立背
景、历史沿革、国际交流与合作
等内容， 并介绍了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换届工作和新设专业
委员会情况。乔恒表示，本次参
观学习成果丰硕， 北京政法职
业学院校园建设、管理、设施等
基础完备， 课程体系设置也符
合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的需
求，双方有很多合作空间。

乔恒结合本次参观学习
和近期重点工作提出了五点
看法：

一是中国社会工作面临
新机遇、新挑战，近段时间新
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明确
提出需要社会工作，社会工作
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内容，相关
行业领域对优质社会工作知
识人才有着迫切的需求，可以
发挥联合会全国性、枢纽性社
会组织的优势，与北京政法职
业学院联手探索新时代社工
人才培养新路径。

二是双方在推动社会组织
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可以展开广
泛合作， 将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现有优质课程成果资源面向西
部地区， 推进西部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培养，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合作推动乡村振兴社
会组织手牵手活动的具体落
实， 根据乡村振兴社会工作的

需要， 组织编写乡村振兴社会
工作急需的相关教材资料，为
乡村振兴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提
供更加实用的支持。

四是合作开展社工类、社
会组织类全国性的行业大赛，
为全国社会工作者、 社会组织
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

五是合作推进社工理论体
系的研究与探讨， 在课题设置
和理论研究上取得新突破，努
力为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法治
化建设贡献力量。

乔恒表示， 下一步双方将
进一步深化合作， 努力将北京
政法职业学院打造成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人才培训基地和理
论研究基地， 共同打造面向全
国推动社会工作研究和建设的
新品牌。

会上， 双方就校社合作战
略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进行了研
讨交流。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探索社校合作机制，助力西部社工人才培养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乔恒一行到北京政法职业学院调研

7 月 6 日， 北京社会工作者
协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
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行。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北京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市社会
组织管理中心相关领导和嘉宾
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第
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北京社
会工作者协会第二届理事会财
务情况报告》《北京社会工作者
协会换届专项审计报告》《北京
社会工作者协会法定代表人离
任专项审计报告》《北京社会工
作者协会第二届监事会工作报
告》以及《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
章程》（草案）和《北京社会工作
者协会换届选举办法》。 会议通

过线上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
生了 24 位理事和三位监事。

随后，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
举行了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 会议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
民政局一级巡视员赵济贵主持。
通过现场投票，会议选举产生了
以赵济贵为会长，董九林、陈涛、
张跃豪、周庆明、李璐龄、刘娜为
副会长的新一届理事负责人，并
聘请王思斌为协会名誉会长，决
定由董九林担任协会法定代表
人，聘请王利群为协会专职秘书
长。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也
通过现场投票，选举赵铭洋为协
会新一届监事长。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康鹏受会长陈存根

委托，代表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并致辞。 康鹏表示，北京社会工
作者协会作为行业枢纽组织，在
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京
津冀社会工作协同发展、 专业
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疫情防控、
实务领域探索等方面有着突出
的成绩和良好经验。 康鹏提出，
希望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
下，以社工理论中国化、社工工
作组织化、 社工队伍职业化、社
工服务专业化、 社工经费预算
化、 社工发展法治化为目标，合
作开展各项业务，共同推进行业
发展，为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当选的北京社会工作者

协会会长赵济贵表示， 要总结
第一、二届理事会工作经验，继
往开来，做好下一步工作：一是
党建引领，凝心聚力，发挥党建
工作委员会作用， 提高协会政
治引领力；二是处会协同、服务
大局， 继续完善协会与业务指
导单位的协同机制， 带动行业
机构参与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三是搭建平台，做好服务，在继
续教育、培训宣传、资源整合等
方面发力， 更好地服务社工和
行业。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副书
记、市民政局副局长、一级巡视
员富大鹏出席会议。 他肯定了
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在加强行
业党建、推动行业发展、培育社

工人才、 服务政府决策等方面
发挥的作用， 并对协会未来发
展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要抓住
首都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机遇，
推动社会工作在更广泛的领
域， 在服务首都建设大局中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紧盯
首都社会工作发展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努力补齐短板，实现首
都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三
是要开创首都社会工作行业发
展的新局面， 通过提高政治站
位、加强处会协同、强化自身建
设，有效服务行业发展，在提升
首都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上彰
显社会工作专业价值， 以优异
成绩为党的二十大召开献礼。

（据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

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举行第三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为持续助力四川凉山州 11
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
乡村振兴，近日，在宁波市科协带
领下，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
公益工作委员会、启迪科技园（宁
波）科协、“科创中国·宁波”综合
服务体相关负责人赴凉山州考
察，开展结对协作。

自 2021 年 4 月浙江宁波与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启新一
轮东西部协作以来， 甬凉两地在
产业合作、产业园区共建、民生帮
扶、 示范村建设等方面持续开展
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昭觉县
三岔河村、 昭觉县地莫镇巴尔村
小学、盐源县柏林湖苹果庄园、木
里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木里县

农业产业示范园等实地考察，并
与金阳县相关负责人进行互动交
流，重点了解当地乡村建设、农业
开发、 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方面工
作情况。同时，考察团实地走访了
宁波企业东西部协作援建项目，
了解企业发展情况。

考察中， 社会公益工作委员
会围绕产业园区建设、 农业产业
现代化联合体建设等与当地展开
交流探讨。 双方希望未来能在产
业发展上开展合作，通过“科创中
国·宁波” 综合服务体链接专家、
企业、 学会等资源对接凉山州科
技需求， 促进当地科技成果落地
转化、 人才培育以及产学研合作
等，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产业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公益工作委员会
赴凉山考察

� � 近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乔恒一行到北
京政法职业学院调研并举行工作推进会，探索

社校合作机制，助力西部社工人才培养。

� � 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副
会长乔恒一行
到北京政法职
业学院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