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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由广州市司法局主办
的首届穗港澳社区矫正社会工
作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据介绍，
对缓刑犯实行社区矫正是国际
刑罚执行的主流方向，广州是最
早引入司法社工参与社区矫正
工作的城市之一。 2015 年，广州
市政府审议通过了《广州市司法
社会工作项目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 为司法社工参与社区矫正
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费支持。 广
州市区两级政府购买司法社工
服务的经费达到了 3000 万元/
年， 先后培育了 20 多家社工机
构参与社区矫正，目前广州全市
共有司法社工 253 名，基本实现
了每个司法所配备 1-2 名司法
社工的目标，极大地充实了基层

社区矫正工作岗位。
司法社工目前主要服务于

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区
矫正 2 个领域，由政府部门向司
法社工机构进行政府购买后提
供服务。 广州目前的司法社工机
构，多依托于高校的社会工作类
专业而成立，如中大社工服务中
心等。 （据《南方都市报》）

广州：每年投 3000万元购买司法社工服务

� � 《江苏省慈善条例》 于 2017
年 12月 2日经江苏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出
台后，省级层面出台的首部地方性
慈善法规，也是践行十九大慈善事
业发展要求的具体举措。

《江苏省慈善条例》充分体
现了江苏特色：1、 强化了政府
职责。2、规范了个人救助行为。

3、细化了慈善信托制度。 4、增
加了系列促进措施。 5、突出了
慈善文化建设。

近年来， 江苏省慈善事业
发展迅速。在第三届“中国城市
公益慈善指数”中，江苏有 31
个城市进入“中国城市公益慈
善百强榜”，占上榜城市总数的
28%；有 12 个城市被评为“七
星级慈善城市”，占全国总数的

37%，连续三届位居榜首。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 江苏

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
基金会共 637 家，省、市、县三
级均成立了慈善会（慈善基金
会）。 在扶贫济困领域，江苏省
扶贫基金会实施“扶贫示范项
目 ”，2016 年扶助贫困地区发
展产业项目 303 项，带动 16085
户农户脱贫。 （据民政部网站 ）

江苏：首部地方性慈善法规出台 陕西：
179家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

� � 12 月 7 日， 陕西省民政
厅民间组织管理局、陕西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和陕西省社会
工作协会联合举办的“新时代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有
效实践暨陕西省第二届公益
慈善组织发展论坛”在西安召
开。

据陕西省民政厅民间组
织管理局局长陈军介绍，目前
已有 179 家社会组织加入到
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行动
中， 累计投入资金 1.3 亿元，
受益贫困对象近 30 万人。

陕西省搭建了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资源库，目前入
库的已有 179 家社会组织对
全省 1456 个贫困村和 50 多
个学校进行了帮扶，涉及技术
支持、 产业帮扶、 教育助学、

医疗助残、社区发展等多个领
域。

陈军表示， 陕西省是全
国最早启动社会组织参与精
准扶贫的省份之一， 也动员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较多
的省份， 无论从广度和深度
来说，都取得了明显了效果。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陈军坦言，“在
精准扶贫中， 我们的社会组
织聚焦不够、定位不准、得到
各界的支持也不多， 存在容
易将公益行动当做精准扶贫
的典型问题， 未来在加强服
务和指导的同时， 还将对社
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进行信
息核对和抽查， 确保真扶贫
和扶真贫。 ”

（据陕西传媒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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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层次社工专业人才可享受积分落户
� � 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北京
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社会工作
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等 15 个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工
作专业岗位开发设置与人才激
励保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对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
激励措施以及组织保障等方面
做出了规定。

亮点一： 分类开发设置专
业岗位

事业单位在现有岗位总量
的情况下，主要采取整合、替换、
调整等方式设置社会工作专业
技术岗位，岗位数量应满足本单
位实际需求。 当社会工作专业技
术岗位有空缺且公开招聘人员
时，应主要面向社会工作专业的
毕业生和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证书的专业人员，通过聘用
（任），纳入本市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范围，实行登记管理。 贯彻落
实中央和北京市关于事业单位
改革的精神，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吸纳和使用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 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延
伸基层社会治理臂力。

鼓励有条件的各类公共服
务机构、街道和乡镇依托现有资
源支持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
组织应结合自身需求与特点，参
照事业单位社会工作专业技术
岗位管理规定开发社会工作专
业岗位。

亮点二： 明确专业岗位等
级划分

支持引导城乡社区以及相
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明确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等级。
社会工作师岗位，分为社会

工作师一级岗位、社会工作师二
级岗位、 社会工作师三级岗位，
分别对应八至十级专业技术岗
位，属于中级专业技术岗位。 助
理社会工作师岗位，分为助理社
会工作师一级岗位、助理社会工
作师二级岗位，分别对应十一至
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属于初级
专业技术岗位。 高级社会工作师
以及社会工作员的岗位名称、等
级划分待国家高级社会工作师、
国家社会工作员评价具体办法
出台后另行规定。

推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参
照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完善职级
制度，健全职业发展体系。

严格落实国家社会工作者
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与相应系
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相衔接，通
过考试取得国家社会工作者职
业资格证书人员，用人单位可根
据工作需要，聘用（任）相应级别
专业技术职务。 聘用到高级专业
技术岗位的，应具有高级社会工
作师职业资格证书；聘用到中级
专业技术岗位的，应具有社会工
作师职业资格证书；聘用到初级
专业技术岗位的，应具有助理社
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

亮点三：薪酬待合理确定，
纳入成本核算

在党政机关、 群团组织、事
业单位工作的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 工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事业单位社会工作专业技术
岗位执行人保部门规定的专业
技术人员岗位薪酬制度。 对以其
他形式就业于基层党政机关、群
团组织、事业单位、城乡社区、社
会组织和企业的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用人单位应综合职业水平

等级、学历、资历、业绩、岗位等
因素并参考事业单位同类人员
合理确定薪酬标准，同时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险和公
积金。

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益
慈善类社会组织中，以及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开发设置的社会工
作专业岗位应参照事业单位相
应职级水平支付薪酬。 制定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薪酬指导标准，将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纳入政
府购买服务资金使用范围。 完善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成本核
算制度，遵循绩效导向，编制预
算时要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人
力成本作为重要指标，纳入成本
核算。

亮点四： 多措并举建立健
全激励机制

为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激励措施，《意见》围绕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职业地位、表彰奖
励、激励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说明，并要求各级应将由政府承
担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待
遇和激励保障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提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
地位：注重把政治素质好、业务
水平高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吸
纳进党员干部队伍，支持有突出
贡献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入
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吸纳优秀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担任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组织代表，各级党政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招录
社会服务相关职位工作人员时，
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用具有
丰富基层实践经验、善于做群众
工作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打破
行业、区域、城乡、身份、所有制
界限，促进人才有序流动。 建立
北京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信息库，

将优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纳入
高端人才储备管理，加大培养力
度，提供发展平台。

加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表
彰奖励力度： 建立健全以党委、
政府奖励为导向，以用人单位和
社会力量奖励为主体，符合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特点、鼓励创新创
业的表彰奖励措施。 进一步树立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先进典型 ，
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纳入各级
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等评选
范围。 深入开展“北京市专业社
会工作领军人才” 选拔培养活
动，并将选拔出的“北京市专业
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纳入“高创
计划”项目，推荐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申报“北京市优秀人才培
养资助”，参评“北京市优秀青
年人才奖”。 大力宣传先进事
迹， 提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
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 增强其
工作热情和职业归属感。 鼓励行
业组织、企业、基金会和社会组
织成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
关爱和奖励基金， 对有突出贡
献、卓越才能的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进行奖励。

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激
励方式：积极探索将高层次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纳入急需紧缺和
重点人才引进范围，按照规定享
受积分落户、保障房申请等相关
优惠政策；在选拔申报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人员时要充分考虑符
合条件的优秀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 对选派到边远贫苦地区、边
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开展服务
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同等条件
下在提拔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聘
用（任）时优先予以考虑。

对于北京市专业社会工作
领军人才、海外高层次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等优秀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 在创办机构方面予以支
持。 鼓励优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以个人名义创办社会工作室、注
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承接相关政策和
理论研究课题，为首都社会工作
发展献计献策。 每年选派优秀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赴港台、境外等
地区学习培训， 打造国际化、专
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交流
服务平台。

（据《中国社会工作》）

� � 几个年轻社工和社区 86 岁高龄的高奶奶是老朋友。 周末北京放
晴，大家陪着刚做完结石手术的老人在家门口的胡同儿散心、晒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