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民政厅获悉， 安徽省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与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全覆盖工作紧密结合，推动社

工站建设与社工人才发展双提升，预计 2022 年度社工站可提供就业
岗位 14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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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安徽省立足慈善事
业促进与社会工作职能， 深入挖
掘各类岗位需求， 拓宽高校毕业
生就业吸纳渠道。截至目前，安徽
省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站 1032

个，覆盖率超过 68%。 各地积极吸
纳高校毕业生进入社工站点、开
展社区服务， 带动基层社工队伍
素质提升。目前，社工站已成功吸
纳 2022 年应届毕业生 291 人。

“十四五”期间，安徽省慈善事业
促进与社会工作系统预计在基层
社工站、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益
慈善服务组织及民政服务机构中
开发就业岗位 3500个。

此外，安徽省还指导各地强
化经费支持，创新推动“社工站+
社区慈善基金”建设，保障社工
站持续运营和毕业生稳定工作。
完善培养激励机制，建立三级社

工站督导中心，开展长三角人才
培养计划和安徽省“最美社工”
评选，帮助招募人员提升专业能
力和职业认同，用获得感、满意
度留人。 （据《安徽日报》）

推动社工站建设与社工人才发展双提升

安徽：社工站今年预计提供就业岗位 1400个

“没想到离开
学校这么多年了，
今天又能再进学院
进行深造， 还要写
‘毕业论文’， 希望
我的‘答辩’ 能通
过。 ”近日，北京朝
阳区奥运村街道

“双奥·优才学院”
正式开始招生，辖
区机关干部、 社工
和社区社会组织领
头人再次走进“象
牙塔”进行深造。

“双奥·优才学
院” 是奥运村街道
竭力打造的高素质社会工作人
才深造基地， 学院教师资源雄
厚，不仅引进了高校专业导师，
同时也将辖区资深机关干部、
资深社工以及社区领袖人物纳
入其中。 学员进入学院后，通过
自学、集中学、重点学、实践学
的培训方式，开展分级、分层、
分类式培训， 最终完成总结汇
报， 顺利结业。“双奥·优才学
院” 可长期为奥运村街道培育
高素质社会工作人才。

筹建导师资源库
补齐学员短板

“我们很多社会工作人员
都不是相关专业毕业的， 在某
些方面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
学院的建立， 就是为了补齐学
员们的短板， 将学员们的长处
凸显出来。 ”奥运村街道办事处
主任张继明介绍道。

据了解，在建立“双奥·优
才学院”之初，奥运村街道就明
确了学院的教学目标， 即补齐
学员专业短板， 提升学员自身
社会工作的长处。 为此，奥运村
广邀各方面人才， 从两个层面
竭力打造导师资源库。

首先是从专业的社会工作
高校邀请专业老师担任导师，

以基础理论、 政策方针等为教
学内容， 系统性地针对学员开
展培训，补齐学员的专业短板。

同时邀请街道资深机关干
部、 资深社工以及居民领袖等
担任导师，以具体实践为主，在

“居民自治”“12345 热线”“两件
关键小事儿”“议事协商”“志愿
者队伍培养”“疫情防控工作”
等方面进行具体实践， 一对一
进行督导， 在实践中增长学员
能力。

居民领袖同样是社区自治
的一大助力， 优秀的居民领袖
对于队伍的管理、 居民自治等
都有着各自的理解。 此次导师
团也将辖区优秀的居民领袖纳
入其中，讲授自身经验，帮助学
员提升相关能力。

学员毕业“论文”
将落地实施

为了检验学员们的教学成
果，“双奥·优才学院”还将在学
习过程中融入“毕业论文”环
节， 所有学员针对一个社区问
题进行提案设计， 经过导师的
一对一指导，最终完成“毕业论
文”，参加“答辩”。

据了解， 在学员培训过程
中，“双奥·优才学院”采取打造

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精神“输
送链”、学习“传动链”、培育“营
养链”、积蓄“能量链”的方式，
形成奥运村街道“四学四链条”
的人才队伍建设长效模式。

一方面，建立街道-社区两
级自学体系，以“线上学”与“线
下学”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思想
理论、政策法规、时事热点加强
自学， 打造精神“输送链”；同
时，搭载“1+1+16”平台，开展集
中分层学，以“讲授、互动、沉
浸”形式，进一步提升地区专业
能力，形成学习“传动链”；针对
机关干部、社工、居民骨干不同
人群特点和需求， 进行分类重
点学，让人才反哺人才，打造培
育“营养链”；开展“微创投”提
案大赛，从实践中学，形成积蓄

“能量链”。
“对于学员们优秀的‘毕业

设计’，我们将在辖区内进行推
广，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进
行完善， 最终形成辖区有特色
的社会工作经验， 助力辖区基
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让‘双
奥·优才学院’不仅成为高素质
社工人才的培训基地， 同时也
成为助推辖区基层治理的孵化
器。”奥运村街道工委书记韩军
说道。

（据《中国日报》）

近日，广州市首个社区慈善
（志愿服务） 工作站在越秀区北
京街盐运西社区正式成立。 据
悉，广州市社区慈善（志愿服务）
依托“双百工程”社工站，整合了
社区慈善捐赠站点、社区慈善基
金和志愿服务站（点）等平台资
源。 这也意味着，广州市初步搭
建起以社区慈善（志愿服务）工
作站为核心、以社区为主阵地的
社区慈善工作体系。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
社区慈善发展，2021 年 12 月，广
州市民政局印发实施《广州市推
动 社 区 慈 善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1-2023 年）》， 明确到 2023
年年底实现社区慈善（志愿服
务）工作站在社区 100%全覆盖。
今年 5 月，为加快推动社区慈善
（志愿服务）工作站的发展，广州
市民政局印发《关于建设社区慈
善（志愿服务）工作站的通知》，
又提出更具体要求和工作指引。
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 全市 176
个站点将全部成立，实现社区慈
善（志愿服务） 工作站镇（街）
100%全覆盖。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社区慈善（志愿服务）工作
站不仅是广州市继社区慈善基
金后的又一个重要探索，还是广

州市在扎实推进“慈善+社工+志
愿服务” 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环。
社区慈善（志愿服务）工作站成
立后，将作为推动社区慈善发展
的综合服务平台，进一步凝聚社
会爱心慈善资源，为推动社区慈
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据悉，广州市近年来大力推
进慈善事业和社区治理创新发
展，把社区慈善建设纳入全市推
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和创建“慈善之城”提升工作
方案， 推动慈善资源下沉社区，
社区慈善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目前，全市各镇（街）建立 176 个
“双百工程”社工站和 2807 个村
（居）社工点，并依托社工站（点）
设立 203 个社区慈善捐赠站
（点）和公益“时间银行”志愿服
务站（点），基本实现全市镇（街）
社工站、社区慈善捐赠站（点）、
志愿服务站（点）100%覆盖，“慈
善+社工+志愿服务”进一步融合
发展。 全市设立社区慈善基金
445 个，筹集善款 4295.18 万元，
创建慈善空间 997 个，去年以来
共开展困境儿童帮扶、社区居家
养老、 心智障碍教育与就业培
训、 志愿者服务等活动 319 次、
服务群众 12328 人次。

（据《羊城晚报》）

推进“慈善 +社工 +志愿服务”融合发展
广州市首个社区慈善（志愿服务）
工作站成立

北京朝阳区奥运村街道：
打造高素质社会工作人才深造基地

广州市社区慈善（志愿服务）工作站启动仪式（图片来源：广州市
慈善服务中心）

7 月 18 日，北京朝阳区奥运村街道“双奥·优才学院”正式开始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