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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服务进乡镇
湖南省慈利县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侧记

� � “如果可以，这样的社会工
作者给我们镇多安排几个可以
吗？ ”2018 年 6 月 13 日，在湖南
省张家界市社会工作服务站项
目建设推进会上，慈利县岩泊渡
镇一名干部向该县民政和民族
宗教局提出请求。

面对这样的请求， 慈利县民
政和民族宗教局局长杨年耀感到
很欣慰。8个月前，也就是 2017年
10 月，慈利县民政和民族宗教局
在与乡镇党委政府协调沟通筹建
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相关事宜
时，还有不少乡镇“并不乐意”。

短短几个月时间，乡镇社会
工作服务站这个新生事物，实现
了从人们的完全拒绝到热情拥
抱的转变。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
乡镇干部对社会工作服务站有
了新的认识？

破冰之举：
政府购买服务的有益尝试

2017 年夏天，根据《湖南省
农村低保和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对象认定清理整顿工作方案》的
要求，慈利县民政和民族宗教局
需对全县范围内的农村低保、特
困人员、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
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核查工
作。 按照要求， 慈利县需抽取
1878 户低保对象、1475 户特困人
员、823 户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
象以及 97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进行复查。

面对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
慈利县民政和民族宗教局做出
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 委托第三方机
构———湖南省乐善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来完成核查工作。“这是
我县民政工作在社会救助和低
收入家庭核查领域，借助社会力
量参与的先行先试。 ”据慈利县
民政和民族宗教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此之前慈利县还从没有
过将如此大规模的低保核查工
作交由第三方社会组织来做的

先例。
事实上，这也是社会组织和

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民生保障事
业方面进行的探索。 面对如此大
量的入户核查工作，湖南省乐善
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并没有经验，
要在短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任
务，同样是一次考验。 尽管如此，
湖南省乐善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还是愿意排除万难去接受这个
考验，因为社会组织要发展离不
开政府的支持，低保核查项目的
购买是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展
的一个途径，他们要抓住这一难
得的发展机会。

于是，湖南省乐善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从总部调来大量专业
社会工作者，并安排他们走进调
查对象家中，实地审核服务对象
的生活状况。 最终，他们运用专
业的工作方法顺利完成了这项
入户核查工作。 第三方机构的介
入不仅将政府从繁冗的核查工
作中解放出来，还有效提升了社
会大众对政策执行的信任度，从
另一个侧面提升了政府的公信
力。 政府将原来属于自己的管理
申报、审核、年审的工作内容，交
由第三方社会组织来做，不仅提
高了工作效率，也为自身减轻了
负担。 无论是慈利县民政和民族
宗教局还是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都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强基之道：
政府基层工作的有力支撑

2018 年 4 月 9 日对陈林来
说是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那一
天，他正式入职高桥镇社会工作
服务站，成为湖南省第一批下乡
镇的 29 名社会工作者之一。

在这之前， 陈林参军 8 年，
在部队入了党，获得过连以上嘉
奖 6 次 。 这样一名优秀的 80
后，还是因为曾在高桥镇党政办
临时工作过一段时间，经当地政
府干部和民政所长举荐，又经过
了层层筛选和专业社会工作知

识以及民政业务的培训后，才有
幸成为慈利县乡镇社会工作服
务站的一员。

为增强社会救助服务的有
效供给，推动政府转变职能和政
务服务效能的提升 ，2017 年 9
月，民政部、财政部等几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
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
服务能力的意见》。 与此同时，湖
南省民政厅下发了关于开展乡
镇社会工作服务站试点建设的
通知。 因为有过购买服务的尝
试，也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尝到
了甜头，慈利县民政和民族宗教
局率先做出反应，决定在全县全
面铺开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的
试点工作，打算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切实加强基层社会救
助经办能力工作。 在这之前，此
项工作在湖南省尚属空白。 作为
第一个“吃螃蟹”的县，困难可想
而知， 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一
切只能靠自己摸索。

2018 年 2 月，按照政府采购
和招投标程序的规定，慈利县民
政和民族宗教局完成了乡镇社
会工作服务站建设项目采购，并
敲定湖南省乐善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为承接方，负责整个项目的
运营管理。 之后便是紧锣密鼓的
人员招募、 岗前培训等筹备工
作。 4 月 9 日，29 名学历均在大
专以上（本科学历 17 人，大专学
历 12 人）、年龄均在 35 周岁以下
的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工作人
员正式上岗，他们分别被派驻县
民政和民族宗教局人事股、县福
利院、县救助站、新城区管委会
和 25 个乡镇民政所， 实现了所
有乡镇全覆盖。 从此，慈利县乡
镇民政窗口有了专人坐班，关于
民政方面的诉求有了专人受理，
社会救助、农村留守儿童、城乡
社区建设、养老、救灾、优抚等领
域的服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出
现，不仅充实了基层民政工作力
量， 更成了慈利县民政战线的

“新生代”力量。 各乡镇民政所负
责人纷纷表示，乡镇社会工作服
务站建设项目确实对政府的基
层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互补之策：
政府常规服务的有效补充

“社会工作既平凡又伟大，
但任重而道远。 ”因为热爱这份
工作，也因为自己原本就是个责
任心强的人，陈林发出了这样的
感慨。

入职以来，陈林和其他同事
一样，每年必须参加湖南省乐善
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组织的大型
公益慈善活动 3 次以上、专业培
训两次以上。 同时，他们还要报
名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
平考试，而且要求每年有 6 人以
上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资
格证书。 这些条件，是承接方湖
南省乐善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对
慈利县民政和民族宗教局做出
的承诺，也是慈利县民政和民族
宗教局严格遵循“民政部门主管
承接主体主建、 民政站所主用”
建站思路提出的刚性要求。

“目前的现状是，基层民政
工作人员年龄老化，民政工作社
会化、信息化、标准化处理能力
与新时代民政工作要求日益不
相适应。 ”慈利县民政和民族宗
教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是因为
这一现状，慈利县才更要设立乡

镇社会工作服务站，也正是因为
这一现状，该局对驻站人员条件
才做出了明确的设定：“有学历、
想干事、能干事”的年轻人。

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加入
犹如一股清流，为乡镇民政工作
带来了全新的服务理念和工作
方式， 对提升基层民政工作者的
素质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而乡
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建立， 也保
证了各乡镇在日常的政策性服务
之外， 还有精力为居民提供更多
灵活、亲民的专业服务。乡镇社会
工作服务站主要聚焦青少年、妇
女、 老年人和特殊人群这四个重
点人群开展活动， 他们的服务是
政府常规服务的有效补充。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是互
补的， 有了兴旺发达的社会组
织，政府才能腾出手来真正改进
服务方式、提高决策水平。 ”尝到
甜头的慈利县民政和民族宗教
局负责人认为，社会组织是政府
的伙伴和助手，它能发挥政府发
挥不了的作用。

如今，面对新形势慈利县先
行先试，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
专业服务的方式建设乡镇社会工
作服务站， 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基
层民政工作， 较好地解决了服务
基层、服务群众、服务民生的“最
后一公里”问题，有效提升了乡镇
政府民政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真正实现了群众受惠、 政府减负
的目的。 （据《中国社会工作》）

近日， 广州市民政局举办
《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解读培训。 市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邓成明对《条例》作专题宣讲解
读。 据悉，《条例》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广州社工年服务近 300 万
人次

广州是我国专业社会工作
服务发展的先行地之一。 经过发
展， 广州社工服务形成了项目
化、市场化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
服务体系，构建了“全科+专科”

的广州社工服务矩阵，探索形成
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项目运
作、专业服务的“广州模式”。 分
布在广州市各街道片区的 188
个社工服务站（又称“家庭综合
服务中心”）以及 15 个社会工作
专项服务项目，年服务近 300 万
人次，让市民对公共服务有了更
多的获得感。

《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条例》
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共有六章四十七条，对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服务活动、保障和监督、
法律责任等都作出了明确详尽的
规定，部分做法更是全国首创。

此次《条例》明确，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可以根据单位或者个人
的申请和实际需要开启社会工作
服务。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提供服务
的， 可以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
议；不能提供服务的，应当说明原
因并记录归档。 在提供服务的过
程中， 对于服务对象的需求超出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业务范围、能
力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当在征
得服务对象同意后提供转介服务。

管理费最高不得超过 10%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非营
利性，决定其生存和发展需要依

赖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的保障。
为此，《条例》加大了对社会工作
服务的资金保障力度。《条例》规
定，社会工作服务发展所需经费
应当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与社
会工作服务人口、类型、范围、需
求等相适应。 同时，《条例》还规
定，市、区民政部门以及其他单
位和个人积极引导多元社会资
金投入社会工作服务。

《条例》还明确，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承接财政资金购买服务
的， 应当建立项目管理制度并实
行分项目核算管理， 管理费用最
高不得超过购买服务资金总额的
10%。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接受社会

捐赠的， 应当按照捐赠协议的约
定使用捐赠资金、列支管理费用。

对于鼓励引入社会资金和提
出管理费用， 广州市社会工作协
会副会长姚文富表示：“很多社工
机构现在主要依托政府购买，在
造血功能上相对欠缺，《条例》明
确了鼓励社会资金、又明确了管理
费，对于社工机构来说是利好。 ”

此外，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梁国勇也认
为，此次条例的出台以及培训讲
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指导性、
实践性，今后在社工服务的具体
操作中更有规范性的参照。

（据《信息时报》）

广州社工每年服务近 300万人次
《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条例》将于明年元旦起施行

湖南省慈利县杉木桥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图片来源：《中国社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