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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贤：我国社工专业人才突破 100万人
� �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突
破 100 万人啦！

2018 年我国各类慈善捐赠
达到 754.2 亿元 （这一数字与
2017 年持平）。

2019 年，将推进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条例的立法。

……
2月 21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邀请民政部
部长黄树贤，副部长唐承沛、高晓
兵、詹成付介绍 2018 年民政事业
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其中多处涉
及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等领域。

在回答记者关于新“三定”
方案公布之后民政部内设机构
的情况和职能定位的问题时，黄
树贤强调：“经过这次机构改革
以后，民政部的职能定位更加聚
焦于最底线的民生保障，最基础
的社会治理，最基本的社会服务
和专项行政管理职能。 ”

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

职能定位更加聚焦

黄树贤表示，民政部现在内
设的业务司局主要有以下几个：
社会组织管理局，同时又是社会
组织执法监督局、 社会救助司、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区
划地名司、社会事务司、养老服

务司、儿童福利司、慈善事业促
进和社会工作司。

经过这次机构改革以后，民
政部的职能定位更加聚焦于最
底线的民生保障，最基础的社会
治理，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和专项
行政管理职能。

最底线的民政保障，主要是
保障低收入的贫困群众、生活无
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孤儿弃婴、
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和重度残疾
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衣食冷暖。
对留守和困境儿童、 留守老人、
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群体给予必
要的关爱和监护， 发展慈善事
业，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民生保障
的工作。

最基础的社会治理，主要包
括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建设，提出加强和改进
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推动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登记管理和
监督检查社会组织，推进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
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最基本的社会服务， 主要包
括社会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服务、
殡葬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都
是社会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专项行政管理，主要涉及到
国家行政管理区域和界线的划
分，地名命名更名与规范管理等
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

社会工作得到更多重视

黄树贤在通报 2018 年民政
工作情况时表示，2018 年， 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突破 100 万人，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

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取得突破的同时，2019 年， 社会
工作将得到更多的重视。

唐承沛介绍民政部门下一
步的脱贫攻坚中的工作时表示，
将向中西部省份贫困县选派专
业社会工作人才，继续开展社会
工作教育对口扶贫计划，积极扩
展面向贫困地区的社会工作服
务示范项目。

“社会工作者到了贫困地区
以后，有的带来了项目，有的带
来了资金， 有的带来了物资，很
重要的是带去了文明发展的新
理念。 ”唐承沛强调。

詹成付在回答内地与香港
在社工领域将有哪些合作的问
题时表示， 内地的社会工作到
2018 年有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就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突破了 100
万人，成为内地经济社会建设的
一支重要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这些年来，内地在社工岗位的
开发、社工人才的使用、社工职业资
格水平考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
效。 现在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

在原有初级、 中级的基础上，2018
年又出台高级水平评价政策。

詹成付表示：“我们在推进
这些工作过程中，也从香港以及
其他一些走在前面的国家和地
区，学到了很多很好的经验。 ”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内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积极借鉴
香港以及国际社工领域创造的
好做法、好经验，取人之长，补己
之短，把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工作发展之路走得更好、走得
更稳、走得更远。 ”詹成付表示。

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
例的立法

在社会组织、 慈善事业方
面，黄树贤指出，2018 年，民政部

着力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各级社
会组织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持
续开展，广大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扶贫济困。

2019 年，民政部在社会组织
等领域还将推动多项工作，包括：

研究出台慈善信托信息公
开办法，进一步规范慈善信托信
息公开行为，动员和引导更多的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的立法，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政
策， 依法做好社会组织的管理，更
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
贫，积极引导全国性的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推动社会组织与
深度贫困地区进行信息对接。

六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
从 2012 年底的 9899 万减少到
2018 年底的 1660 万， 累计减少
贫困人口 8239 万人， 贫困发生
率从 10.2%下降到 1.7%， 减少了
将近 9 个百分点。

2 月 20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务
院扶贫办副主任欧清平透露了
上述数据。

欧清平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重大决
定性成就。

重大决定性成就

据欧清平介绍， 六年来，我
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底的
9899 万减少到 2018 年底的 1660
万， 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8239 万
人， 贫困发生率从 10.2%下降到
1.7%， 减少了将近 9 个百分点。
建档立卡贫困村从 12.8 万个减
少到 2.6 万个，有 10 万个贫困村
已经脱贫退出了。 全国 832 个贫
困县已经有 153 个宣布摘帽 ，
2018 年预计还有 280 个左右要
脱贫退出。

“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脱
贫攻坚的成绩是巨大的。 2018年
是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开局之
年，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去年共
减少贫困人口 1386 万人，贫困发

生率也比 2017 年下降了 1.43 个
百分点， 连续 6 年超额完成千万
以上减贫任务。 ”欧清平强调。

据欧清平介绍，2018 年脱贫
攻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开局
良好。 二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步伐加快。 三是精准扶贫举措
落地落实。 四是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强力推进。
五是脱贫攻坚投入保障更加有
力。 六是作风建设和干部培训取
得明显成效。 七是考核监督进一
步完善。

虽然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
决定性成就，但是仍然面临不少
的困难和问题。 欧清平指出，主
要是“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的实
现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难度也比较大，稳定
脱贫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帮扶
工作的方式方法还不够精准，脱
贫攻坚的责任落实不够到位等，
需要下功夫加以解决。

今年抓好七方面工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坚克难的
关键一年。 国务院常务会已经明
确，2019 年的减贫目标还是要完
成 1000万以上的减贫任务，实现
300个左右贫困县的摘帽。

欧清平指出，主要要抓好七
个方面工作：一是继续深入推动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 二是
抓好“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的解决。 三是做好中央脱贫攻坚
专项巡视等各项监督检查发现
问题的整改。 四是进一步提高脱
贫质量，防止返贫。 五是深化东
西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 六是加
大扶贫投入和监管力度。 七是加
强脱贫攻坚的总结和宣传，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

欧清平强调，2019 年是攻坚
克难的关键一年。 一是要啃下深
度贫困的“硬骨头”，这是当前脱
贫攻坚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
务，也是面临的最大挑战。“三区
三州” 虽然剩下的贫困人口不
多，但是这些贫困人口大多是脱
贫能力比较差、处于极端恶劣自
然条件的地区。“三区三州”外的
169 个深度贫困县， 贫困人口规
模依然很大，占全国贫困人口比
例较高，同时这些地方又集革命
老区、边境地区、生态脆弱地区
为一体，脱贫难度也比较大。

二是集中力量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的突出问题，这是目前
脱贫攻坚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也是 2019 年中央提出的新目标
新要求。 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就
是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标准就是解决好他们

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
根据目前相关部门统计，在

“两不愁”方面，不愁吃、不愁穿
问题总体不大，但是贫困人口的
饮水安全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
题。 水利部初步统计， 还有 1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
题没有解决，如果加上本村其他
非贫困人口，这个规模会更大。

“三保障”方面，基本医疗这
方面已经下了很大的工夫，但是
目前看不上病和看不起病的问
题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深度贫
困地区、边远地区，我们的公共
卫生、 医疗服务水平还很低，甚
至在一些贫困村还没有卫生室，
还没有合格的医生，老百姓只能
走很远的路到县城甚至到中心
城市去看病，不仅医疗费用支出
大，而且“成本”也很高。

义务教育方面，在一些边远
地区、民族地区，依然存在贫困
家庭孩子辍学的问题。 据教育部
门统计，每年大概有五六十万孩
子辍学。 义务教育有保障，就是
要实现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孩子
接受公平的教育，这方面也面临
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 再一
个就是住房安全，现在仍然有一
部分农村贫困人口住危房，所以
2019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把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作为
一项新的任务。

加强对返贫的监测

在回答记者关于返贫的问
题时，欧清平表示，返贫是客观
存在的， 但是返贫率的高低、返
贫人数的多少，取决于脱贫质量
和脱贫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 总
体来讲， 这些年返贫率是不高
的。 建档立卡的数据统计，这些
年返贫人数在不断地减少，从 80
万到 60 万再到几万人。

欧清平指出，返贫主要是因
为：一是脱贫不实、脱贫质量不
高或者本身就没有真脱贫，这必
然会造成返贫。 二是没有建立起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如果是光靠
政策补贴、光靠发钱发物，他的
脱贫也是不可持续、 不可长久
的。 三是存在一些自然因素，特
别是因灾、 因病和因残返贫，因
病因残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家庭
的返贫，主要是家庭主要劳动力
失去了，那么这个家庭的收入会
急剧下降。 同时，由于自然灾害
也可能会导致返贫。

欧清平表示，为了加强对返
贫的监测，从今年起将对所有已经
脱贫的贫困人口将适时开展“回头
看”， 看每一个脱贫家庭是不是真
正的脱贫， 有哪些还存在返贫风
险，针对每个贫困家庭不同的困难
和问题，采取对应的措施。

新闻发布会主席台（刘健/摄）

我国六年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8239 万人

■ 本报记者 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