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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首个政校社合作共建社会工作学院成立 08 版

日前，民政部举行加强乡镇
（街道）社工站建设 2022 年年中
交流会。 据介绍， 截至 6 月 30
日，全国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
站 2.1 万余个，5.3 万余名社会工
作者驻站开展服务，七个省份实
现了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
17 个省份覆盖率已超过 50%，全
国覆盖率达 56%。

会议分析，今年上半年全国
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呈现三
个特点：

一是社工站建设得到高度
重视。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基层
治理、乡村振兴、促进就业等多
个文件对社工站建设进行部署 ;
民政部将社工站建设纳入疫情
防控、兜底民生和民政事业改革

统筹安排; 各地方将社工站建设
纳入党委政府重点工作。

二是社工站建设得到深度部
署。 各地在制度体系、组织架构、
资金保障、标准规范、成效评估等
各方面齐头并进、一体推动。

三是社工站建设得到广泛辐
射。社工站建设增速不断加快，社
会工作服务向中西部省份、 农村
地区拓展， 极大提升了社会工作
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及度。

会议指出，目前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面临新形势:

一要在服务大局促就业中
发挥作用。 要进一步加快社工站
建设步伐，挖掘新增就业岗位潜
力，并在定岗定酬、提升待遇、畅
通渠道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社会

工作就业环境。
二要在保障民生兜底线中发

挥作用。要进一步落实支持社会工
作参与社会救助的政策措施，构建
常态化社会救助专项经费购买社
会工作服务机制，规范引导社工站
聚焦困难群体、 弱势群体或
生活临时陷入困境群体。

三要继续助力提升民
政基层服务能力。推动乡镇
（街道） 社工站更加全面融
入“一老一小”、“一残一
困”、基层社区治理等工作，
有机嵌入基层“民政大系
统”，推动形成“上面五条线
（五社联动）”“落地一张网
（社工站）”“服务基层民政
工作一盘棋” 的良好局面，

把乡镇（街道）社工站打造成壮
大民政基层力量、落细民政基层
服务的重要阵地。

会议要求， 一要补齐短板，
进一步强化社工站政策引领和
资金保障；二要因地制宜，进一

步加快社工站推进步骤；三要精
准规范，进一步做好社工站成效
监管和风险管理。

（据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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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规范乡镇（街道）社会工作
站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促进社会工作事业健康有序发
展，温州市民政局近日出台《温州
市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评估办
法》（以下简称《评估办法》，将于
2022年 8月 5日起实施。

据了解，温州市于 2020 年启
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工作，
按照“一年先试点、两年抓深化、
三年全覆盖” 的工作思路进行推
进。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温州市
实现 185 个乡镇（街道）社会工作
站全覆盖。

此次出台《温州市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站评估办法》，旨在
形成标准化的乡镇（街道）社会工
作站建设、运行指标体系，为社会
工作站如何高质量建设、 专业化
服务提供方向， 打造一批汇聚民
生服务、 具有民政标识度的综合
型、枢纽型、集成型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站， 同时精准回应民政部
门、社工机构和社会公众等各方
关切，发挥社会工作在保障改善
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专业
作用。

《评估办法》要求，深入把脉
温州市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

设、运行情况，跟进服务项目进度
和成效、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梳理
服务经验，综合反映各地乡镇（街
道） 社工站的执行水平和执行效
果，提升温州市乡镇（街道）社会
工作站整体服务水平。

社会工作站项目评估主体包
括温州市民政局、县（市、区）民政
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 温州市民政局依照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确定承接
专业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委
托其负责专业评估、 财务评估等
工作，对社会工作站的人员管理、
项目管理、服务成效、财务管理等
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评估办法》 明确了评估内
容、流程及方法。 其中，社会工作
站评估内容包括社会工作站建设
评估与社会工作站运行评估两方
面。 评估流程分别为：制定计划、
开展评估、出具报告、结果公示；
评估方法包括资料分析、 问卷调
查、电访面谈、实地察看等。 社会
工作站评估结果作为社会组织后
续参与项目运营的重要参考依
据， 获得四星级及以上评估等级
的社会工作站将给予一定表扬和
鼓励。 （据温州市民政局）

浙江：《温州市乡镇 （街道）
社会工作站评估办法》发布

� � 为推进城乡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山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
《关于印发山西省“十四五”城
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其中提
到，“十三五”期间，山西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城乡社区治理
工作， 积极推进基层治理现代
化建设，统筹发展与治理，逐步
探索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基层
治理发展路径， 城乡社区服务
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据介绍，截至 2020年年底，
山西省城乡社区工作者 15.5 万
人，村（居）民委员会班子成员
11.2万人；取得全国社会工作者
职业水平资格证书人数 7515
人；志愿者队伍 26473支，306万
余人； 社区社会组织 29443个，
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 8个。

《通知》要求，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共建共治共享， 坚持城乡统
筹，坚持分类指导。 充分调动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
慈善资源等社会力量， 引导市
场力量，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
建多方参与格局， 让人民共享
发展成果。

《通知》明确，健全多方参
与机制。 强化政府主体地位，发
挥村（社区）党组织、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作用， 支持群团组
织积极参与城乡社区服务。 健
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激励
政策， 组织实施社会力量参与
城乡社区服务行动，推进社区、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
愿者、 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
动”开展服务。 在乡镇（街道）设
置面向村（社区）服务的社会工
作站， 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建立社会工作室， 开展社会工
作专业服务。

《通知》提出，加强城乡社
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培训管
理。 加快培育发展社区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社区志愿者，加强
社会组织人才建设。 支持社区

工作者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资格考试和社会工作学
历教育， 完善对取得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资格证书的给予职
业补贴的制度。 全面推动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引进、
培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将社
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纳入城乡社
区工作培训应知应会内容，鼓
励城乡社区工作者参加全国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资格评价，
掌握社会工作理念、知识、方法
和技能。

《通知》要求，健全法治支
撑， 加强社区服务质量综合评
价和管理，完善村（社区）志愿
服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制度。

山西：加快培育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 � 温州市
苍南县宜山
镇社会工作
站开展长者
服务 （图片
来源 ： 温州
民政）

� � 2021年 3月，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老军营街道社会工作服务
站揭牌（图片来源：“太原社工”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