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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17 省份持证社工超过 5000 人

动态

� � 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持证
社会工作者已经达到近 30 万
人。 那么这近 30 万人究竟分布
在哪些省份， 各个省份社工、社
工机构、社工行业组织又各有多
少呢？ 怎样的数量才达到全国的
平均水平呢？

这些数据可以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社工所在省份社会工
作发展的状况。 11 月 7 日在广州
召开的全国社会工作推进会议
上各省的交流材料数据显示，全
国每万人拥有的社工数比值为
2.10，有 17 个省份拥有的社工数
超过了 5000 人，但达到每万人拥
有社工数平均值的只有 9 个省
份， 有 12 个省份的社工机构超
过了 100 家。

从社工总数、每万人拥有的
社工数、社工机构三项数据综合
来看， 实力较强的分别是广东、
北京、江苏、浙江、上海。

持证社工数：8 个省份过万

11 月 7 日，民政部在广州召

开全国社会工作推进会，民政部
副部长顾朝曦指出， 十年来，我
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迅速
壮大，规模总量达到 76 万人，其
中持证社工近 30 万人； 相关事
业单位、群团组织、社区和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超过 20
万个，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到
6,600 余家。

统计数据显示， 这近 30 万
人并不是平均分布在各个省份，
而是呈现出非常不平均的态势。

有 8 个省份的持证社工超
过万人。 这其中除了大家印象中
社会工作发展较快的广东、北
京、上海之外，还有江苏、浙江、
山东、四川、陕西。 这 8 个省份的
持证社工总数接近 20 万， 占去
了全国的 2/3。

其中 最 多 的 是 广 东 ，近
60,000 人， 其次是江苏的 37,590
人，第三是北京的 25,082 人。

持证社工在 5000 至 10,000
的省份则有 9 个， 分别是湖北、
安徽、辽宁、重庆、福建、湖南、吉
林、天津、河南。

从绝对数来看，持证社工的
数量和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完全
一致。

万人平均数：
全国 2.10，共 9 省过线

考虑到各省情况不同，尤其
是人口数差异较大，仅看社工绝
对数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各
省每万人拥有的持证社工数。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持证
社工与总人口的比值是 2.10/万
人。 达到这一平均水平的只有 9
个省份， 分别是北京、 上海、广
东、江苏、浙江、天津、陕西、重
庆、吉林。

这一排名与社工绝对数的
排名并不一致。 社工数量最多的
广东，每万人拥有的社工比值为
5.59，排在第三。 北京以 11.66 的
比值排在第一， 其次是上海的
8.24。

天津、重庆、吉林的持证社
工都只有五六千人，但与人口相
比， 其每万人拥有的社工并不
少， 比值分别为 3.34、2.24、2.14，
分别排在第 6、8、9 位。

山东、 四川的持证社工均
超过了万人， 但由于两省人口
众多， 每万人拥有的社工比值
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数值， 分别
为 1.32 和 1.28， 仅排在第 14、
15 位。

而湖南、 黑龙江等 14 个省
份每万人拥有的社工不到 1 人，
急需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社工机构数：仅 1 省过千

除了持证社工数量，民办社
工机构的数量也能从一个侧面
显示出一个省份社会工作发展
的状况。 统计的结果显示，虽然

不少省份的持证社工很多，但民
办社工机构并不多。

社工机构达到 1,000 家以上
的只有广东省，共 1,163 家。 100
家以上 1000 家以下的省份有 11
个，分别是四川、浙江、江苏、北
京、山东、湖南、云南、福建、上
海、安徽、重庆。

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四川和云南两省。

四川持证社工的总数刚刚
过万，每万人拥有的社工数比值
不到全国平均数， 只有 1.28，但
社工机构却有 611 家。 这与两次
大地震后大量社工机构进入四
川，并由此带动了当地社工机构
的迅速发展有关。

云南的持证社工只有2,766

人， 每万人拥有社工的比值甚
至只有 0.59， 但社工机构却达
到了 180 家， 高于上海的 147
家。 这一数据说明，云南的持证
社工大多数在民办社工机构中
工作， 显示出云南民间力量的
活跃。

与此相对照的是，陕西的持
证社工过万，每万人拥有的社工
比值达到 2.65，但社工机构只有
50 家。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
近几年各省均加大了社工岗位
的开发力度，在政府部门、福利
机构(事业单位)、社区等岗位上
的相关从业者考取社工资格证
书受到鼓励，从而占据了持证社
工中相当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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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15 日， 文化部发布
公告称：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
方案>的通知》 中有关机构分
离的要求， 文化部已取消与中

国文化产业协会、 中国演艺设
备技术协会、 中国文化管理协
会、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中国少
数民族美术促进会的业务主管
关系， 不再担任其业务主管单
位。 （据中国政府网）

11 月 16 日， 中国慈善联
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在京宣布
成立， 并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
会议。 今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
的《慈善法》中，已经将“慈善信
托”作为重点，专章列入。 中国
慈善联合会根据慈善事业的发
展趋势和行业的迫切需求，联
合国内知名慈善组织、 大型信
托公司和专家学者， 共同发起
成立了慈善信托委员会。

慈善信托委员会的宗旨是
推动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建
立有效的慈善信托运营机制，
指导社会力量更好地利用慈
善信托开展慈善活动。 其成立
后的主要工作包括搭建多方
合作平台，建立慈善信托行业
智库， 加强行业规范建设，开
展相关培训，推动慈善信托试
点等。

（据中国民政微信号）

� � 11 月 16 日， 黑龙江省政府
召开全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
议暨“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专项
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提出，为
凝聚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
到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
动中来，确保“合力监护、相伴成
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全面启动，
黑龙江省民政厅与有关部门联合
开展了三个主题专项活动。

一是开展“请爱回家”源头

预防专项活动。 由民政部门牵
头，教育、公安部门联合行动，各
基层村干部、民政助理、学校班
主任、驻村民警等人员组成工作
小组，在元旦、春节期间，对留守
儿童家庭进行上门走访和分类
帮扶，与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座
谈，从源头减少留守儿童家庭产
生。 二是开展“等你爱我”慈善关
怀专项活动。 与黑龙江电视台等
有关媒体联合开展，以“等你爱
我”为主题，以慈善力量为助推，

由黑龙江省慈善总会首批募资
50 万元，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并对困
境留守儿童家庭实施精准帮扶。
三是开展“乡伴童行”呵护成长
专项活动。首批安排专项资金 23
万元，与团省委联合组织动员大
学生青年志愿者，每名志愿者利
用寒暑假期陪伴 3~5 个农村留
守儿童共同学习、生活，用爱心
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据民政部网站）

� 2015 年 4 月， 丽水市率先
在全省开展各类事业单位统一
登记管理试点， 通过不突破法
律框架、不增加财政负担、不改
变民办性质的“三不”原则，试
水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民办
医院等机构贴上事业单位“身
份证”。

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
度在登记对象上， 按照扶优、扶
强、扶特的原则，重点面向规范
性、示范性和特色性的民办公益
机构。 在政策待遇上，民办事业
单位除经费财政不保障、人员财
政不供养外，在资质认定、人才
政策、用地保障、税费减免和政

府购买服务等各方面，享有同类
公办事业单位同等待遇，并享受
政府对民办社会事业的扶持政
策。

截至目前， 丽水市已有 14
家民办学校、1 家民办医院注册
登记为民办事业单位。

（据丽水日报）

持证社工 TOP16（2016）

� � 备注：1. 表中数据主要来源于 11 月 7 日全国社会工作推进会各
省交流材料。 2.由于统计时间限制，大多数省份的数据中并未包含今
年通过考试的社工。 3.空白项为未查到数据或数据不明确。 4、每万人
拥有社工数为来源于各省社工数与国家统计局 2014 年末各省常住
人口数的比值。

文化部：
不再担任 5 家社团业务主管单位

北京：
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成立

黑龙江：实施三个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主题专项活动

浙江：15 家公益机构贴上事业单位“身份证”

社工职业资格考试的推出，有利地促进了社工行业的专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