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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到 2025年青少年社工人才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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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五社联动”让社区生活更有质感

成都：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佛山：在南海社工机构实习可获补贴

广州：社会组织年报迟交将被处罚

� � 社区居民有困难，社工主动
提供帮扶； 家庭关系出了问题，
社工进行跟踪调解； 孩子独自
在家， 社工帮忙照看……这样
的贴心服务， 得益于合肥市庐
阳区海棠街道正在开展的合肥
市“五社联动”试点工作。 所谓
“五社”，即社区、社会组织、社
工、社会资源及社区自治组织，
“五社联动”以满足居民需求为
导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
社区治理的专业化、精细化，让
社区居民生活更有质感，幸福指
数显著提升。

搭建平台 完善设施

从社会服务平台搭建，到社
会工作人才培养，再到推动社会
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合肥
市庐阳区通过社会服务平台不
断把政府、企业、社区和社会组
织等社会力量聚集起来， 通过
跨单位之间的协同供给机制，
开展“五社联动”试点实践。 在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同时，庐
阳区还在以街道购买社工岗位
方式，形成“街道-社工机构-
社工人才”的政府购买体系，实
现“专业人干专业事”的岗位服
务状态。

2018 年底，合肥市庐阳区海
棠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挂牌
成立，成立之初，便成立社会组
织孵化园和社会组织联合会作
为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运作

主题，搭建基层社会服务创新治
理体系的实践平台，在各级部门
的配合和支持下，通过购买专业
社会组织运营管理，以专业社工
为工作主体，培育和引导社区社
会组织为服务载体，通过开展公
益微创投将社会服务项目化，支
持十余个社区社会组织项目在
社区开展服务， 项目实施中，通
过实创公益争取辖区企事业单
位的资金支持作为可持续资金
保障，并形成“气质海棠”服务品
牌。 依托街道规范化居民志愿者
服务，形成“五社联动”的社区治
理格局和模式。

引进专业 提升服务

谁家家庭关系出了问题，只
要向社区求助，具备心理学专业
知识的社工随时可以上门协调；
学校放学后，无人照看的孩子可
到社区服务中心“四点半课堂”，
这里有专业社工教他们做手工、
玩游戏等，直到下班的家长将他
们接回家；想要锻炼身体，可加
入社工站组建的舞蹈小组，每周
都有专业的舞蹈老师定期来社
区免费教大家上舞蹈公益课
……这样的情形对于海棠街道
的居民来说并不陌生。

“实际上，最开始居民对社
工并不了解，认为社工就是志愿
者。 ”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社
会事务中心主任王明红告诉记
者，在社会治理中，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是一支
不可或缺的专
业力量，“五社
联动”不是五项
业务的简单拼
盘，而是五个主
体有机融合、相
互促进。

在“五社”
中，社工更关注
社区和社区居
民的全面发展。
他们均受过专
业培训，在工作
中将老年人、残
疾人、 儿童、青
少年等作为重
要服务对象。

“社区、社
会组织就如散落的珠子，而社工
是将这些珠子串联起来的线。 ”
海棠街道社会事务中心主任王
明红表示，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相比社区工作人员，社工有
着诸多优势条件，首先其掌握专
业的社工知识储备，其次身份中
立， 再者拥有更集中的工作目
标，也更能发挥出作用。 未来，社
工工作会被越来越多人接受，也
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私人订制 按需提供

社区的特殊群体和困难群
体， 是社区社工重点的服务对
象之一。 家住海棠别院的速家

华育有 3 个子女， 但儿女们大
多在外地工作， 成为一名空巢
老人。 获悉这一情况后，清华社
区社工刘学英隔三岔五就上门
看望， 成了这个家庭“新的一
员”。 不久前，刘学英还邀请速
大娘参加社区夕阳红合唱团。
刘学英真诚的付出， 让速家华
老人打心里感到温暖。

居民喜欢什么，社工提供什
么。 清华社区书记刘明告诉记
者， 社工就像居民的老朋友、知
心人，要第一时间了解他们的需
求。 之前，在和社区居民的日常
交往中，他们得知暑假不少孩子
沉迷于手机、 网络或电视节目，
而家长们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管

孩子。 为此，社工站决定举办此
次暑期小课堂，在公益老师辅导
孩子写作业之余，带领孩子参加
户外活动， 让孩子们玩得开心，
家长放心。

据了解，今年初以来，海棠
街道社工已经组织开展了社区
居民走进福利院、 端午节包粽
子、母亲节祝寿、青少年美术小
组、 老年手工制作组等多场丰
富多彩的社区活动， 吸引了大
量社区居民参与。 而通过参加
各种活动， 社区居民之间的关
系更加融洽了，对社区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也更强了，感觉整个社
区充满活力。

（据人民网-安徽频道）

� � 近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
省人民政府印发了《福建省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2018—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 提出
到 2020 年建成 6500 人、到 2025
年建成 10000 人的全省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全
面参与基层社区社会工作，重点
在青少年成长发展、 权益维护、
犯罪预防等领域发挥作用。

《规划》提出，建立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人才基地，加大对全
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的培养力度，不断提升福建省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水平。
支持福建省培养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学
科建设，建立具有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继续教育资质的培训机
构， 到 2020 年至少建立 2 家青
少年事务社会工作重点实训基
地和 5 家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服务标准化示范单位。

制订省级青少年社会工作
服务标准，推动各级团组织以及
青少年服务组织和机构设置社
会工作岗位， 培育青少年事务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逐步实现

每个“青年之家”综合服务平台
至少配备 1 名青少年事务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 把青少年社会
工作服务和人才队伍建设纳入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组
织实施涵盖重点群体、 重点领
域、 重点环节的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项目。 依法成立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领域的社会组
织， 推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建
设，实现全省各县（市、区）团属
社工机构全覆盖。

（据人民网）

� � 成都市出台《大力推进政府
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三年行动计划》， 明确
了优化聘用人员规模、提高购买
服务比重等 9 项工作举措，提出
了评选表彰、扶持发展、促进增
能等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
务的激励措施，旨在到 2021 年，
全市形成一套规范完备的政府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体系，培
育孵化一大批专业性、平台性和
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
不断满足城乡社区居民日益增
长的多样化需求。

该《计划》首次提出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占比目标，强调政府新增
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安排的部分，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
例不低于 30%。 2020年起，社会组
织承接购买服务支出占政府购买
服务支出比例保持在 5%以上。

此外，该《计划》还提出多项
创新探索：创新购买社会组织服
务渠道， 依托“天府市民云”平
台，拓展市县两级政府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信息平台；探索社会组
织服务示范激励，创新提出建立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示范

项目库，将社会组织人才纳入全
市人才发展规划和工作体系，评
选“成都市服务社区十佳社会组
织（社会企业）”；探索社会组织
发展质量指标，提出以培育发展
枢纽型、平台性、品牌性社会组
织为重点，带动社会组织整体发
展，实现社会组织发展年均增长
6%，品牌社会组织每年至少增加
10 个的目标；促进社会组织增能
措施，积极探索社会企业、社会
组织托管政府和社区公共空间，
开发无偿和低偿收费的社区公
益项目。 （据《四川日报》）

� �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
佛山市南海区民办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或社会工作类社会团
体实习，且实习时在全日制高
等院校就读的佛山市户籍社
会工作专业学生，实习累计不
少于两个月或 350 小时，可申
请每人每月 600 元的实习补
助， 每人最高可获补助 3600
元。申领时间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南海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提醒， 南海区各社会组织要如
实开具实习时数证明， 弄虚作
假骗取补助资金的， 将取消申

请人申报资格， 并不得再申领
同类型的相关补助或奖励，对
已发放的款项予以追回或视情
况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近年来， 南海区社会工作
发展迅猛，截至目前，全区开展
服务的专业社工机构和社会服
务机构超百家， 从业人员超千
人。 尤其是南海在广东全省率
先建立社工专业实习枢纽平
台， 还在全国率先成立社工学
者与社工学生的枢纽型社会团
体等品牌，打造“南海特色”，提
速社会工作发展。

（据珠江时报）

� � 日前， 广州市民政局发布
关于提交 2018 年社会组织年
度报告的通告，要求凡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在广州市行政
区域内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均需
提交 2018 年年度报告。社会组
织应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完
成 2018 年年度报告提交工作。

社会组织提交年度报告
后，登记管理机关在 10 个工作
日内对年度报告进行形式审

查。对不完整、不清晰的年度报
告，登记管理机关将予以退回，
社会组织须重新报送。 登记管
理机关对不合格年度报告不出
具结论， 不在登记证书副本上
加盖年检结论章。 凡不按规定
时间提交年度报告的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机关将依据规定，
将其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
录和抽查监督名单， 并给予行
政处罚。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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