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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翼第五期全国社工发展调研之工资调研报告》发布

《报告》显示社工月平均工资为 3975 元
� � 薪酬待遇是社工普遍关注
的问题。“工资低，地位低，认可
度低”“迫切需要提高工资待遇，
工资按时发放”“工资刚够吃饭
的”……社工关于工资的吐槽实
在是不能太多，那么社工的薪酬
福利水平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月 10 日，上海青翼社会工
作人才服务中心发布了《青翼第
五期全国社工发展调研之工资
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七成以
上是本科的社工们拿着 3975 元
的月平均工资， 这其中仅有北
京、上海、广东、福建等 9 个省份
的社工月平均工资高于这个数。

中小型社工机构居多

《报告》显示，此次调研主要
针对 2017 年社工行业的福利待
遇，由青翼发起，全国共计 47 个
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参与，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结束。

调研涉及河南、广东、上海、
江苏、宁夏、重庆、山东、海南、浙
江、四川、广西、云南、北京、河
北、福建、吉林、江西、湖北、内蒙
古、甘肃、河南、辽宁、安徽、天
津、贵州、湖南、新疆、黑龙江、西
藏、陕西等多个省份，共取得样

本上千份。
调研显示，目前我国的社工

机构多为 5~10 人的小型服务机
构，占比 32.0%，以及大于 20 人
的中型机构，占比 28.9%。 10~20
人的中小型机构占比 15.5%，此
类机构多为有一定运营经验的
稳定性机构，发展潜力比较大。

从成立背景来看，个人成立
的机构占比最高，占比 62.5%。

社工普遍学历较高

员工薪酬待遇与学历层次
具有一定的相关度，社工行业的
学历水平是怎样的呢？

报告显示，七成以上的社工
学历是本科。 其次是大专，占
17.02% 。 再 次 是 研 究 生 ， 占
9.45%。

随着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重
视，社会工作对专业性的要求不
断提高，对社会工作从业者的综
合素质的要求也日益加大。

实际上，目前我国社工行业
社工机构的招聘需求至少都是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要求，也有一
定规模的社工机构要求学历为
本科及以上。

此外，行业和机构对持证社

工的需求不断加大，也促使了社
工行业学历层次的提升。

《报告》显示，机构中 70%的
员工持有社工证。 具体的比例
为：初级社工证占比 48.4%，中级
社工证占比 20.4%， 暂无占比
28.2%、其他占比 2.9%。

月平均工资 3975 元

社工的工资往往是直接与
社工学历以及社工证挂钩的。 拥
有高学历和社工证的社工月收
入有多少呢？

《报告》显示，根据调查结
果 ， 近四成的社工总收入在
3000~5000 元。 具体的分布情况
是：39.5%的社工收入在 3000~
5000 元 ；24.58%的社工收入在
2000~3000 元；14.5%的在 4000~
5000 元 ；5000 ~6000 元的只有
6.93%。

也有收入上万的，但比例极
低。 1 万元以上的只有 0.42%；2
万元以上的也只有 0.42%。

从行业来看，社会工作领域
的平均工资为 3975 元每月，在
29 个行业中排在第 24 位。 而排
名最高的 IT 管理/项目协调行
业的月平均工资则为 14127 元，
两者的差距无疑是巨大的。

当然，各省份之间的社工工
作水平还是有所差距的。 有 9 个
省份的社工月平均工资高于
3975 元的平均水平。

排在前三位的是北京的
7256 元，上海的 7200 元，广东的
6250 元。 第四位的福建为 5850
元。 浙江、重庆、天津、江苏、海南
五地社工的月平均工资在 4000
多元。

月平均工资最低的是甘肃、
黑龙江、云南、河北，均只有 2000
多元。

工资满意度不到 60 分

由于工资水平与社工行业
的学历层次不太匹配的，所以社
工的工资满意度并不高。

《报告》将社工对工资满意

度的最高分定为 5.00 分，最终得
出的平均分为 2.82。 换算成百分
制，则为 56.4，尚不足 60 分的及
格分。

与之相关的是社工从事社
会工作的时长较短。《报告》显
示，被调查社工中 35.09%工作时
长为 1~2 年，26.90%为 3~5 年，5~
8 年的只占 11.7%，十年以上的更
是只有 3.51%。

社工年龄分布从一个侧面
也证明了这一点，90 后社工已经
占到了 58.3% ，80 后社工只占
19.9%。

由于工作压力大、薪资福利
不高等原因，17.0%的社工表示
后悔选择了社工行业，19.5%的
社工表示对于选择这一行业没
有感觉。

值得关注的是仍有 63.5%的
社工表示并不后悔选择社工行
业，因为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
一份事业，虽然工作环境、晋升
体制、薪资待遇不一定是自己最
满意的， 但因为喜欢才热爱，因
为热爱才不后悔。

对现有工资不满意，那么社
工期望的薪资是多少呢？ 从调查
结果看，社工们对工资的期望并
不就是一定要多高。

25.68%的社工期望工资达到
4000~5000 元；21.05%的社工期
望 工 资 达 到 5000 ~6000 元 ；
20.84%的社工期望工资达到

6000~8000 元；10.95%的社工期
望工资达到 8000~10000 元。

主要问题及对策

通过调研以及对调研数据
的分析，报告指出社会工作者的
工作量、工作强度与工资不适当
是当下社会工作机构存在的主
要问题之一，具体体现为：

1、 多数社工享受的都只是
基本工资， 很少享受其他福利。
大多数机构不提供工资补贴。

2、 在职社工的工作时长大
概在 1~2 年，由于晋升机制和其
他培训待遇等不完善，导致老员
工流失比较严重。

3、 很多个人发起的机构由
于资金方面的不足，导致规模和
正规化还有待提升。

4、 绝大部分的呼声都是希
望按照当地其他行业标准福利
待遇水平。

为促进社会工作发展，解决
这些问题是势在必行的。《报告》
提出，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扶持
力度，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机构
能增加更多的员工福利，更加贴
近其他行业的基本待遇标准。

《报告》也指出，目前我国的
社会工作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
府拨款以及社会少部分的募集，
很难满足社会工作的资金需求，
必须多途径开辟资金来源渠道。

社工的学历、工作量与工资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亟需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