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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社会工作、社会组织迎来发展风口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的意见》， 迅速呈刷屏之
势。

6 月 13 日，民政部举办贯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
完善城乡社会治理的意见》专题
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

这一《意见》虽然针对的是
城乡社区，但在“以人为本，服务
居民”的原则下，十分强调发挥
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作用。

关注社区与自治和服务功能

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目前仍
然存在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
强，基层群众自治活动的内容和
载体相对单一，社区治理参与机
制还不健全， 政府部门包办过
多，社会力量、市场主体的参与
缺乏长效机制，社区居民的参与
缺乏组织化渠道等瓶颈问题。

为解决这些瓶颈问题，近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
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正式印发。

《意见》 起草遵循了以下四
个原则：

一是坚持党对城乡社区治
理的领导。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 把服务居民、造福居
民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秉持依法有序组织居
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理念，实
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
享。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总体
思路。

四是注重城乡统筹的整体
设计。

服务领域得到拓展

与《慈善法》对慈善活动的

规定相比，《意见》提出的社会组
织及社工服务领域更加宽广。

《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
展在城乡社区开展纠纷调解、健
康养老、教育培训、公益慈善、防
灾减灾、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居
民融入及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
活动的社区社会组织和其他社
会组织。

这超出了慈善的范畴，为社
会组织在基层的工作打开了局
面，更接近公益的本意。

《意见》 要求完善心理疏导
机制，依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
专业社会组织，加强对城乡社区
社会救助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困境儿童、精神障碍患者、社
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留
守儿童、妇女、老人等群体的人
文关怀、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服
务，重点加强老少边穷地区农村
社区相关机制建设。

人文关怀、精神慰藉和心理
健康服务更需要专业力量的参
与，社工机构等的专业性得到了
肯定。

《意见》 要求引导人民调解
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农村
土地承包仲裁员、 社会工作者、
心理咨询师等专业队伍，在物业
纠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家事纠纷、邻里纠纷调解和信访
化解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尽管纠纷调解并不容易，但
其中涉及的公益成分更多，利益
纠纷更多，不再是慈善可以概括
的。

《意见》 同时强调， 推进社
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
动”， 完善社区组织发现居民需
求、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支持社
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
团队参与的工作体系。

强调从居民需求出发，意味
着有需求就可以有相应的服务，
而不是先规定服务范围。

工作、服务场地有更多保障

社区服务需要场地，《意见》
提出加快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
设———最关键的是这些服务设施
将提供给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

《意见》强调，所有以社区居
民为对象的公共服务、 志愿服
务、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原则上
在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提
供。

到社区提供服务不用再四
处找场地了，不仅是城市，农村
社区同样如此。《意见》要求的是
按照每百户居民拥有综合服务
设施面积不低于 30 平方米的标
准，以新建、改造、购买、项目配
套和整合共享等形式，逐步实现
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

《意见》还要求，创新城乡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运营机制，通过
居民群众协商管理、委托社会组
织运营等方式，提高城乡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利用率。

目前已经有社工机构等社会
组织作为支持方或运营机构在社
区服务中心等提供服务， 但毕竟
是少数。 全国几十万个社区，《意
见》的出台，将带来一个巨大的需
求市场， 对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
来说意味着海量的机会， 连锁性
大机构的出现指日可待。

资金等资源将汇向一线服
务机构

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资
金的支持，《意见》特别强调要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

《意见》 要求不断拓宽城乡
社区治理资金筹集渠道，鼓励通
过慈善捐赠、设立社区基金会等
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城乡社
区治理领域。

中央出台的文件明确提到

社区基金会，必将引导社会资源
投向社区，投向在一线服务的社
会组织。

在资金使用上，《意见》要求创
新城乡社区治理资金使用机制，有
序引导居民群众参与确定资金使
用方向和服务项目，全过程监督服
务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

这意味着社区居民在资金的
使用上具有更多的决定权，社会
组织需要及时调整获取项目的
方式与路径。

社区将有更多了解社工、
公益的工作人员

在一线提供服务难免与社

区工作人员打交道，他们对社会
工作、社会组织的认知很大程度
上会影响服务的成效。《意见》对
此进行了关注。

《意见》强调，加强对社区工
作者的教育培训，提高其依法办
事、 执行政策和服务居民能力，
支持其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
评价和学历教育等，对获得社会
工作职业资格的给予职业津贴。

《意见》 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的，意味着针对的是全国的
社区，学习社会工作不再是部分
发达地区的社区工作人员。 虽然
社区工作人员不能等同于社会
工作者，但通过学习，双方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将更加顺畅。

6 月 17 日至 18 日， 全国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举行。 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
试中心统计，今年全国报考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人数达
33.18 万人， 比去年增长 10%，再
创历史新高。

十年考试
报考人数再创新高

2006 年，《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评价暂行规定》 正式出台，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的办
法正式明确：

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
师职业水平考试合格，颁发人事
部统一印制、人事部和民政部共
同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2008 年，首次全国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由此
拉开了社工职业水平考试的大
门。 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首次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报名
人数超过 13.6 万。

广东、北京两地的报名者突
破万人，分别为 1.5 万余人和 1.2
万余人。 山东、江苏的考生分别
为 0.98 万人和 0.97 万人。

在最初几年的火热之后，报
考人数出现下滑。 随着社会工作
的快速发展，最近几年，报考人
数再次攀升。

2015 年的报考人数达到
27.7 万人，比 2014 年增加 7 万多
人，增幅为 33.8%。

2016 年通过报考条件审核
且成功报名的人数为 29.93 万
人，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

江、山东、广东、四川等 8 地报考
人数过万。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人事考试中心统计，今年全国报
考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
人数达 33.18 万人， 比去年增长
10%，再创历史新高。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社工考试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参考率很高，达到 80%以上；
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挂钩， 越是
经济发达地区报考的人数越多。

28.8 万人持证
高级社工师呼之欲出

6 月 18 日上午，民政部副部
长宫蒲光到北京考区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考点巡视了考试情况。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是培
养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工作人才
的重要途径，是加强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
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宫蒲光
在巡考过程中强调。

通过考试，一大批专业社会
工作人才涌现出来。 自 2008 年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开考以来，全国通过考试取得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
已达 28.8 万人。

他们广泛分布于社区建设、
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
残障康复、优抚安置、社区矫正、
禁毒戒毒、卫生计生、青少年服务
等多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

随着专业服务的发展，以及
社工人才的成长，对高级社工师
评价办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
规定》 只规定了助理社会工作
师、 社会工作师的评价办法，高
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评价办
法另行制定。

民政部在 2017 年工作要点
中提出，要推动出台高级社会工
作师评价政策。 在巡考中，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也就此提
出了建议， 双方将尽快研究，推
出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拟
采用考评结合的方式。

民政部党组成员、社会组织
管理局局长詹成付，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人事司，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司、人事考试中心有关负责同
志及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了巡考。

社工职业水平考试迎来第十年，33.18万人报考，持证人员已达 28.8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