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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社会工作大事记
■ 本报记者 王勇

2017 年，对社会工作发展是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
有太多对社会工作影响深远的
事情发生，《公益时报》对此进行
了整理。 按照发生时间的顺序排
列，共列出了 20 件大事。

1、 社 会 工 作 硕 士 学 位
（MSW）授权点新增 43 所 ，社会
工作专业教育力量进一步加强。

1 月 8 日， 教育部学位管理
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办公室） 公布 2017 年学位
授权审核结果，2017 年社会工作
硕士学位（MSW）授权点新增 43
所， 加上之前通过的 105 所，累
计已经有 148 个 MSW 授权点。

2、广东双百镇(街)社会工作
服务五年计划实施，打通社会工
作服务的“最后一米”。

2017 年，广东双百镇(街)社
会工作服务五年计划实施正式
实施。 广东省将连续五年共安排
资金 3 亿元，在粤东西北地区建
设 200 个镇（街）社工服务站，开
发 1000 个专业社工岗位， 孵化
200 个志愿服务组织，培育 10000
名志愿者， 实现社会工作全覆
盖； 并且每个镇街都将配备 3-8
名社工。 这一举动在全国地方社
会工作发展中具有极强的示范
引领作用。

3、中办 、国办印发 《关于加
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
见》，全国乡镇向社工打开大门。

2 月 20 日，新华社公布了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
力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要
创新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充
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乡
镇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作用。《意
见》中多处涉及社会工作，扫清
了社会工作进入乡镇社区的政
策障碍。

4、《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
再提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被纳入
顶层设计实现常态化。

3 月 5 日上午 9 时，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做《2017 年政府工作
报告》时提出，改革完善社会组
织管理制度，依法推进公益和慈
善事业健康发展，促进专业社会
工作、志愿服务发展。 社会工作
连续三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 从 2015 年的发展到 2016 年
的支持，再到 2017 年的促进，社
会工作被纳入顶层设计实现了
常态化。

5、2017 年社会工作宣传周
举办，首次全面总结推广社会工
作发展成就。

3 月 20 日至 26 日以“社工
让社区更美好” 为主题的 2017
年社会工作宣传周活动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 民政部以专题的形式
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情况、发挥作用情况、各领域发展
情况。社工行业组织、各地社工机
构已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了社会工
作，高密度、多层级、多样化的宣
传使社会工作的公众知晓度、认
可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6、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处理郭社工，引发社会工作职业
伦理规范大讨论。

4 月 10 日，深圳市社会工作
者协会官网上发布了《关于“郭
社工违反社会工作职业伦理规
范”的处理决定》。 郭社工因与服
务对象确定恋爱关系后未向所
在社工服务机构和用人单位报
备，机构的督导及管理部门也未
及时做出必要的反应与相关安
排，被注销社工资格。 此举开运
用社会工作伦理规范处理社会
工作者不适行为先河。

7、 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本科被爆停止招生， 社工教育、
社工地位再次被质疑。

5 月 5 日， 存在了十六年的
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本科专业
2017 年秋季停止招生的消息在
社工朋友圈刷屏。 其后中大官微
确认，社工专业本科停止招生消
息属实。 部分网民将原因归为该
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欠佳。 这一
事件显示出高校社工专业教育
存在的危机，也反映出社工行业
的发展困境。

8、 五部门发文实施五个一
工程，推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发展。

全国爱卫会办公室、共青团
中央、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国家
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关于在健
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中充分发
挥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和青年志愿者作用的通知》。
《通知》要求实施五个一工程：一
是培育一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二是开发一批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岗位；三是
培养一支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四是培育一支青年志
愿者队伍；五是实施一批社会公
益项目。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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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要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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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得到
进一步肯定，必将促进社会工作

的迅速发展。
10、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

试迎来第十年，社工职业化水准
跨上新台阶。

2017年 6月 17日-18日，全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举
行，这是自 2008年以来连续第 10
年举行考试。此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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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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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四川、北
京等多地还为盲人等残障考生提
供了专门考场。

11、《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
系建设 “十三五 ”规划 》发布 ，明
确提出社工可提供有偿服务。

7 月 19 日，《国家突发事件
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正
式发布，明确提出应急救援要支
持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发展。 社会
工作者参与应急救援并不新鲜，
需要特别强调的《规划》明确提
出社工应急救援队伍可以提供
社会化救援“有偿服务”。 这一表
述意义重大， 可以说是重大突
破。

12、社工参与脱贫攻坚指导
意见发布，社会工作迎来均衡发
展契机。

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
贫办发布《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
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
见》， 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
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政
策措施，强调要发挥社会工作的
专业性，发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
国社会工作学会等全国性社会
团体和各省级社会工作领域社
会组织的枢纽作用，扶持壮大贫
困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社会
工作领域社会组织。 以此为契
机， 社会工作将从发达地区、城
市地区走向欠发达地区、广大的
农村地区。

13、五部门发文提出多项措
施，引导社工深入社区关爱留守
儿童。

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共
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了
《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
的指导意见》， 提出培育发展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服务机

构，推广应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
经验模式，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的专业优势，促进提升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成效。

14、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发
布 ，心理咨询师取消 ，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保留。

9 月，经国务院同意，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公布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公
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的
一种出现在第 40 项， 成为国家
职业资格目录 140 项职业资格
之一得以保留。

15、 第 24 届亚太地区社会
工作区域联合会议在深圳举办，
中国社会工作走向世界。

9 月 27 日至 9 月 29 日，第
24 届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联
合会议在深圳举办。 来自中国、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日
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土耳其、
新加坡、 新西兰、 斯里兰卡、印
度、孟加拉国、越南、韩国、泰国、
印度尼西亚、巴勒斯坦以及中国
香港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0 名社工行业组织代表、 社会
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社工
机构代表就亚太地区社工行业
当前的形势、面临的机遇、未来
的发展进行了高质量的交流与
讨论。 会议全面展示了中国社会
工作的发展成就，对中国社会工
作的发展来说，是一次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会议。

16、《京津冀社会工作共创
共建共享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 )》签订 ，社会工作地区协同发
展成效显著。

10 月，为进一步推动京津冀
社会工作协同发展，三地民政部
门签署了《京津冀社会工作共创
共建共享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明确了工作目标、任务和分
工。 同时，论坛还以制度的形式
固定下来，更名为“京津冀社会
工作高峰论坛”， 由三地轮流举
办。 社会工作区域协调发展有了
实质化进展。

17、首批“牵手计划”实施工
作专题培训班举行，贫困地区社
会工作迎来大发展。

11 月 23 日-24 日， 民政部
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启动实施
会议暨首批“牵手计划”实施工
作专题培训班。 民政部计划从
2017 年至 2020 年， 从社会工作
先发地区遴选 300 家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一对一牵手帮扶贫困
地区。 目前，参与首批“牵手计
划” 的 21 个省份已完成 100 家
援派机构和 100 家受援机构的
名单确定、方案制定、牵手对接
等工作。 这一计划必将影响全国
社工机构的发展。

18、首届全国社区创新与发
展大会暨全国智慧社区建设博
览会举行，搭建社区社会工作资
源平台。

2017 年 12 月 12 日，由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办的首届全
国社区创新与发展大会暨全国
智慧社区建设博览会在京举行。
大会旨在探究在新技术融入社
区大背景下，社会工作与社区服
务需求如何充分整合，搭建一个
兼具权威性、公益性、专业性的
交流展示平台。 这是我国首个以
社工发展和社区建设为主题的
展会， 首届会议在北京举办，以
后将在全国范围内每年举办一
届。

19、政府采购服务合同纠纷
终审，为社工机构敲响警钟。

2017 年 12 月 26 日，中山市
中级法院通报了一起政府采购
服务合同纠纷的终审判决。 2016
年 2 月，东区教务中心与中山市
某社工中心签订社工服务协议。
2016 年 5 月，东区教务中心以社
工中心没有按照要求派驻社工，
违反了协议为由，决定解除双方
的服务协议。 社工中心认为并未
违反合同约定， 要求赔偿损失，
双方协商未果，引发诉讼。 法院
最终认定社工中心存在违约行
为，东区教务中心有权依法解除
合同。

20、北京永真基金会向华东
理工大学捐赠 2000 万元， 成立
国际社会工作学院。

2017 年底，华东理工大学与
北京永真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
北京永真基金会捐赠 2000 万支
持华东理工大学建设国际社会
工作学院，拟建设一个国际化取
向的， 推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
与交流的专业化平台。 这是国内
首个社工专业与公益慈善基金
会联合建立的学院。

2017 年 9 月 27 日至 9 月 29 日，第 24 届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在深圳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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