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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 内蒙古自治区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暨社会工
作厅际联席会议在鄂尔多斯市
召开。 会议旨在总结内蒙古自治
区社会工作制度体系建设、基层
社会工作服务平台搭建、“五社
联动”机制运作、专业人才支撑
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强化部门
协同合作，分析目前形势，部署
工作任务，以社会工作的发展进
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模式
创新，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据介绍， 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 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工作，将
搭建基层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健
全“五社联动”机制写入了第十
一次党代会工作报告和 2022 年
政府工作报告，并将“五社联动·
情暖基层”行动列入自治区政府
分管领导领办事项。 今年，内蒙
古自治区还批准建立了由党委
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政法
委、民政厅、教育厅、公安厅、司
法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

事务厅、应急管理厅、乡村振兴
局、总工会、团委、妇联、残联等
17 个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工作
厅际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部门
工作职责， 统筹推进跨部门、跨
行业、跨领域社会工作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厅长
姜宏指出， 全区各地注重统筹
“老小困残”、 基层社会治理、乡
村振兴等六个重点领域和相关
部门下沉服务事项，开展了“五
社联动”社工服务试点，累计投
入 1.07 亿元，建成旗县（市区）—
苏木乡镇（街道）—城乡社区三
级社工服务平台 588 个，促进兜
底民生服务和治理向系统化、综
合化、集约化转变。

一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累计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263 个、社区
志愿服务组织 364 个； 各地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为契机，以
“五社联动”为抓手，累计开展活
动 8500 余次， 筹措善款 2.46 亿
元，参与社工、志愿者、爱心人士
达 20 万余人次，受益人数达 600
万余人次。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

共建共治共享、融合发展的社区
治理格局已经形成。

姜宏表示，下一步，自治区
将着力从设施建设、 人才培养、
作用发挥、保障机制等方面整体
发力， 力争到 2022 年年底实现
街道社工站全覆盖，2023 年年底
实现苏木乡镇社工站全覆盖，孵
化培育出一批枢纽型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和公益社会组织，建设
一支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的
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同时，用好

“五社联动”工作机制，进一步发
挥社会工作在服务重大国家战
略、促进民政事业发展等方面的
作用，并健全完善社会工作资金
投入和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长效机制，依托三级社工服务体
系有效整合资源， 强化部门联
动，持续汇聚起社工服务民生和
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

会上，民政部慈善事业
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副司长
孟志强对自治区社会工作
进行点评，肯定了自治区在
高位谋划推动、强化政策支

撑、健全制度保障等方面取得的
成效，并对自治区社会工作发展
提出相关要求。 鄂尔多斯市民政
局、 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鄂
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街街道、
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森工街道社
工站相关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地
推进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和
“五社联动”试点的经验做法。

“过去我们常说，打通政策
落实‘最后一公里’，但民政部
门作为民生保障， 特别是兜底
保障部门， 必须打通‘最后一
米’，把惠民政策送到困难群众
家里面、手里面。 ”

日前， 在广东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广东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系列发布会———保
障和改善民生专场上， 广东省
民政厅副厅长聂元松指出，五
年来， 广东省民政部门扎实做
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用
心用情用力保障好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 确保困难群众共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 打通了政策
落实的“最后一米”。

近年来， 广东省社会救助
制度不断完善。“2017 年以来，
广东省推动出台《广东省社会
救助条例》《广东省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实施办法》 等一系列地
方性法规、 省政府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还将出台《广东省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定》，形成
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受
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
助、就业救助、住房救助、临时
救助、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等九项社会救助制度和
社会力量参与的‘9+1’社会救

助制度体系， 全面织密扎牢兜
底保障制度网。 ”聂元松介绍，
广东省突破城乡、户籍限制，将
非户籍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及在
广东临时遇困的居民纳入社会
救助范围。

与此同时， 广东省的兜底
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据介
绍，广东省政府连续 12 年将提
高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基
本生活保障标准纳入省“十件
民生实事”。 截至 2021 年年底，
广东省年人均城乡低保标准分
别达到 10956 元 、8808 元 ，与
2017 年年底相比分 别提 高
36.3%、39%；城乡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供养标准分别为年人均
18336 元、15288 元，较 2017 年
年底分别提高 42.5%、68%。 值
得一提的是， 广东省还建立了
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联动机制， 根据物价上
涨水平，适时启动联动机制，为
困难群众增发价格临时补贴，
确保困难群众不因物价上涨而
影响基本生活。

为把惠民政策送到困难群
众的家里面、手里面，五年来，
广东省民政部门围绕便民、利
民、惠民，着力推动“智慧救助、
精准救助、惠民救助”。 例如，依
托大数据赋能，创新“掌上办”

“指尖办”救助服务，在“粤省
事” 平台先后上线了困难群众
社会救助自诊、 在线申请以及
复核“生存认证”等功能，困难
群众通过手机登录“粤省事”，
即可掌上查询自身是否符合救
助相关条件、 在线提交救助申
请， 实现“一机在手、 救助通
办”，打通救助“绿色通道”。

此外， 广东省民政部门还
在全省实施了“广东兜底民生
服务双百工程”，到目前已经建
成 1629 个乡镇（街道）社工站，
5658 个村（居）社工点，并配备
1.4 万社工为困难群众提供专
业服务， 力争今年年底前配备
近三万名社工。

“这些社工，一方面能提供
政策咨询、 协助困难群众办理
相关救助业务；另外，我们也可
以通过社工链接资源， 为群众
提供慈善救助或其他相关的转

介救助服务。 同时，我们
也能通过这些社工开展

心理疏导、 心理抚慰
或者探视关怀， 为困
难群众提供温情服
务。 ”聂元松介绍说。

（据《广州日报》）

为切实弥补社工人才缺
乏、专业能力不足等短板，西藏
依托林芝市社会工作指导中
心，初步构建了“五个学+”社工
学习成长支持体系， 为社工的
专业成长提供全方位的有力支
持， 切实加强本土社工人才队
伍建设。

“五个学”即“每日一学”，
每日通过微信工作群向一线社
工系统讲解社会工作专业基础
知识；“每周共学”， 每周组织
一线社工开展线上共同学习活
动；“每月专题学”， 每月汇总
一线社工提出的问题和需求，
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讲解专题课
程 ；“每 季 度 线 上 经 验 分 享
学”， 每季度提炼总结一线社
工工作好经验、 好做法， 组织
开展实务经验分享学习 ；“每
年线下培训学”，每年开展 1-2
次为期 2-3 天的线下社工专
业知识能力培训。

自开展工作以来， 林芝市
社会工作指导中心累
计开展各类线上学
习约 240 次， 开展
线下培训五场
（次）；开展一对

一陪伴督导学， 广东省引进的
两名援藏社工督导， 结合一线
社工工作情况、遇到的困难、存
在的不足等， 采取线上线下一
对一陪伴式督导学 55 次；开展
外出参观交流学， 采取“走出
去”方式，先后组织两批 43 名
民政领导干部、 一线社工先后
前往山南、 拉萨和广东省参观
交流学习，进一步开拓了视野、
启迪了工作思路。

“五个学+”支持体系，不仅
让社工每日都能学习和成长，
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掌握实务中
急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能
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 快速地
从“小白” 成长为一名专业社
工。 最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做
中学、学中做”，梳理、总结和反
思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快速提
升社工的综合能力， 探索出符
合自治区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
经验做法。

（据西藏自治区民政厅）

西藏：构建“五个学+”社工
学习成长支持体系
加强本土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广东：力争年内配备约三万名社工
为困难群众提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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