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２０18．3.27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Special� Report08 特别报道

创新三社联动 营造美好社区

2018 第九届中国社工年会在京召开
3 月 22 日，第九届中国社工

年会在北京召开。 大会由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主办，《公益时报》
社、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协
办。 本届年会以“十九大背景下
社会工作发展新机遇”、“创新三
社联动 营造美好社区” 为主
题，并就“社工如何助力美好社
区营造”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社工年会是中国社会
工作领域每年一届的年度盛事，
年会秉承“传播社工理念，弘扬
社工精神”的宗旨，宣传社会工
作以及社会工作者的整体形象
和影响力，吸引社会各界更加关
注并支持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让社会工作成为社会发展创新
的积极力量。

本届年会发布了“2017 年
度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十
件大事”， 同时启动 2018 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工作主题
宣传周———“牢记社工心，建功
新时代”。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
宫蒲光总结了 2017 年社会工
作行业的发展：2017 年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总量突破百万大
关， 持证社工超 32.6 万人，城
乡社会工作服务站点近 3.5 万
个， 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
7500 多家， 社会工作行业协会
750 家，各地社会工作投入资金
量增长至 50 多亿元。 社会工作
在服务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创

新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功能
越来越彰显。 社会工作者职业
资格成功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
法》正式出台，进一步完善了社
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

面向新时代的新形势，面
向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
点， 面向保障改善民生水平的
新期待， 面向加强创新社会治
理的新要求， 宫蒲光对社会工
作行业发展提出了四点意见：
社会工作行业要坚定政治方
向；牢记社工初心使命；合力共
促行业发展； 全面加强自身建
设。 切实推动社会工作行业在
新时代加强社会建设、 促进社
会治理、 回应人民美好生活期
待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牢记社工心，建功新时代”
是本次宣传周主题。 如何建功新
时代？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刘京在“创新三社联
动 营造美好社区”的主题发言
中具体指出，社工可以做三块事
情， 政府购买社工社区服务、组
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慈善活动、回
应社区多方位需求。 社工同时要
发挥主观能动性， 带动基金会、
企业等社会资源进入社区，服务
居民。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发起

“美好社区计划”，正是要为各类
希望参与社区建设的企业资源
提供一把钥匙。

2017 年 12 月，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美好社区计划”启

动，2018 年开始在全国落地实
施。 经过遴选，首批“美好社区
计划实践创新基地” 在本届大
会现场签约落地。 首批五家“美
好社区计划创新实践基地”分
别为：香河———大爱城社区、上
海市———徐汇区梅陇三村社
区、 南京———翠竹园社区、重
庆———渝能-嘉湾壹号社区、深
圳———花样年·花郡社区。 这些

基地将参与美好社区实验，通
过专家和社工的专业介入、陪
伴成长，实现美好共赢。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名誉
会长徐瑞新、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副局长刘振国、全国妇联权
益保障部部长高莎薇、共青团中
央社会联络部副部长王婷、司法
部社区矫正管理局郝康、中国红
十字总会组织宣传部部长姚立

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织联络
部主任曹跃进、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京、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何建民、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王思斌
和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赵蓬奇等出席会议，全国各
地社会工作行业组织、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及
一线社工近 400 人参会。

1.《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
再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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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强和完善
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要求推
进 “三社联动 ”，完善社区社会
组织工作体系， 社会工作迎来
发展风口；发布《关于加强乡镇
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 》，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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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乡镇向社工打开大门 ，
社会工作服务打通 “最 后 一
米”。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
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 “十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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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民政部 、财政部 、国务院
扶贫办联合出台 《关于支持社
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的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支持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

坚的政策措施， 要求培育贫困
地区社工力量， 社会工作迎来
均衡发展契机。

5.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五部门
联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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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
社工深入社区关爱留守儿童 ，
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水平。

6. 全国爱卫会联合民政部
等五部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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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
“五个一 ”工程 ，推动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

7.《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的通知》发布，社会工作者
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国家
职业资格位列其中 。 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十年来报考人
数累计超过 178 万，持证社会工
作者达 32.6 万人， 社会工作人
才资源总量达 102 万人，社工职
业化水准跨上新台阶。

8.《京津冀社会工作共创共
建共享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签订 ，明确 2020 年前三地
将实施好 “十个一 ”工程 ，轮流
举办 “京津冀社会工作高峰论
坛”，社会工作区域协调发展有
了实质化进展。

9.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亚太区、 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国
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联合
主办，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等单位协办
的“第 24 届亚太地区社会工作
区域联合会议”在中国举行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社工专家 、代
表相聚深圳， 交流各国社会工
作发展经验。 会议全面展示了
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成就 ，对
中国社会工作走向世界具有里
程碑意义。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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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响应号召 ，
举办我国首个社区建设为主题
的 “全国社区创新与发展大会
暨全国智慧社区建设博览会”，
为社区发展搭建了一个兼具权
威性、公益性、专业性的资源交
流展示平台。

2017 年度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十件大事

与会嘉宾共同启动 2018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工作主题宣传周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美好社区计划”签约首批五家实践创新基地

民政部副部长、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宫蒲光出席年会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