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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 成都市着眼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
专业岗位开发、专业服务、服务绩效考评等方面，出台
《成都市加强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助推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的实施意见》和社工岗位管理、绩效考评两项配套
制度。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2年，镇（街道）社区
服务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可在岗位总量内设置 1 个社
会工作专业技术岗位， 配备专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社区应至少设置 2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建制村应至
少设置 1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配备专职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城乡社区普遍引入社工员、助理社工师、社工
师、高级社工师开展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社区社会工
作专业化、职业化体系基本建立。

2022 年成都每个社区都将有专职社工
■ 本报记者 王勇

提出2022和2025发展目标

《实施意见》提出，要遵循专业
化导向、社会化运行、差异化服务
原则，构建社区社会工作服务长效
机制，着力推动社区社会工作专业
化、职业化、社会化、本土化发展，
充分发挥社区社会工作优势，促进
提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水平，助力
建立完善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城市现代治理体系。

具体来说， 要围绕推进城乡
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
培养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的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设置一批科学合理、群众急
需、 彰显专业能力的社区社会工
作专业岗位，打造一批设计科学、
专业突出、群众认可、具有引领效
应的社区社会工作示范点和示范
项目， 探索一套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新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管用、操
作性强、客观公正的考评制度。

到 2022 年，镇（街道）社区服
务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可在岗位
总量内设置 1 个社会工作专业
技术岗位，配备专职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社区应至少设置 2 个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建制村应至少
设置 1 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配
备专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城乡
社区普遍引入社工员、助理社工
师、社工师、高级社工师开展社
区社会工作服务，社区社会工作
专业化、职业化体系基本建立。

到 2025 年，镇（街道）社会工
作服务机制健全、运行规范，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调解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风险、 解决社会问题成效显
著，社区社会工作者普遍运用社会
工作专业理念和专业方法开展社
区治理和服务，社区社会工作专业
化、职业化水平明显提升，社会化、
本土化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基
本形成，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水平显
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明确五项具体任务

《实施意见》提出了培养专

业人才、开发服务岗位、实施社
工项目、创新服务机制、建立考
评制度五项具体任务。

培养专业人才方面，一是提
升存量。 支持社区工作者参加全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或
在职社会工作学历教育，鼓励社
区工作者参加成都市社工员考
试认定，不断盘活社区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存量。

二是扩大增量。 优先在高校
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中按程序
选聘社区工作者到社区开展服
务；支持“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等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鼓励广大志愿者通
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
试或在职社会工作学历教育，转
化为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持
续扩大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增量。

三是提升专业能力。 依托市
委党校、驻蓉高校、市三社中心、
社工实务实训基地等， 分层次、
分类别开展社区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培训和继续教育及实务实
训，支持驻蓉高校社会工作专业
学生到社区研习，校地联动促进
专业能力提升。

开发服务岗位方面，一是开
发设置社区社工岗位。 采取整
合、调整、购买服务等方式，在镇
（街道） 社区服务中心和城乡社
区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专职开展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推
动健全社会工作服务机制。

二是引入社工机构社工岗
位。 通过提供场地、购买服务等
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区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按规定配备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社区发展
治理和服务。

三是拓宽其他岗位渠道。 推
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 社区矫正
机构、安置帮教机构、禁毒戒毒机
构、 灾害救援组织等根据需要开
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配备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不断满足社
区不同群体个性化、合理化需求。

实施社工项目方面，一是打
造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点。 支
持每个区至少打造 2 个、市（县）

至少打造 1 个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示范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推动社区社会工作规范化发展。

二是支持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示范试点项目。 围绕居民自
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社会
服务需求，动员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开发设计社区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 着重支持一批专业性强、
引领作用好、群众认可度高的示
范项目。 围绕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需要和群众现实需求，在重点领
域试点推进社会工作服务，着力
支持一批创新性强、 推广价值
高、群众迫切需要的试点项目。

三是打造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微项目。 以老旧院落、无物业
管理小区、拆迁安置和保障房小
区等为主体， 以困难群体为重
点，围绕居民个性化需求和社会
主要矛盾，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
念与方法调解社会矛盾、化解社
会风险、解决社会问题。

创新服务机制方面，一是优
化“三社联动”机制。 推进社区发
现居民合理需求、社会组织科学
设计服务项目、专业社会工作团
队提供服务的新型“三社联动”
机制。

二是深化“社工+志愿者”联
动机制。 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中
招募志愿者协助改善服务，引导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扎
根社区、服务居民，构建“社工+
志愿者”优势互补、联动服务的
新格局。

三是创新“互联网+社工”服
务机制。 推动社会工作信息化建
设，运用信息平台推送技术及地
理信息，打造社区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与服务对象之间“零距离、
多渠道、精准化”的供需对接机
制、服务质量评价模式，加强社
区社会工作大数据分析和运用。

四是探索“社工+慈善”联动
机制。 利用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发挥慈善资金资源保障功能，探
索建立社区工作者发现需求、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发设计项目、
慈善资金资源支持服务机制，形
成“善工”资源共享、功能互补、
相互促进的“社工+慈善”联动服

务机制。
五是探索“物业+社工”联动

机制。 探索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介
入物业、 业委会联动服务机制，
围绕邻里纠纷、 小区治理等，聚
焦居民切身利益、业委会运行能
力、物业服务水平，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物业+社工”本土服务
模式。

建立考评制度方面， 一是建
立社区社会工作者绩效考评制
度。 对社区专职工作者中取得社
工员、助理社工师、社工师、高级
社工师资格证书并享受增发
200-1200 元基本工资的人员，建
立以职业操守、 服务绩效等为主
要内容的考评制度，由镇（街道）
对照工作职责和考评内容实施考
评，考评结果作为培养使用、薪酬
待遇、 考核奖发放及其他奖励惩
戒、续签合同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二是建立社区社工专业岗
位绩效考评制度。 对镇（街道）社
区服务中心、城乡社区社会工作
专业岗位人员，参照国家专业技
术岗位管理规定， 以职业操守、
服务绩效、群众满意度等为主要
内容，建立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岗
位考评制度，由镇（街道）对照岗
位职责和考评内容实施考评，考
评结果作为薪酬待遇、 奖励惩
戒、续签合同、评优评先、推荐参
选村（社区）“两委”等的重要依
据。 对在社会工作专业岗位上的
持证社区专职工作者，仅进行岗
位绩效考评。

三是健全社工项目绩效评
估制度。 对项目化运行的社区社
会工作服务，由购买服务方参照
《成都市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考核
评估办法》制定评估细则，依据
项目计划书定期实施绩效评估，
评估结果作为拨付资金、评先评
优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分三年实施专业岗位设置

同时发布的《成都市社区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管理办法》明确
要求，逐步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
业岗位，到 2022 年，镇（街道）社
区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根

据工作需要可在岗位总量内设
置 1 个社会工作专业技术岗位，
社区应至少设置 2 个社会工作
专业岗位， 建制村应至少设置 1
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灵活配备
专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
发设置分三年实施，由城乡社区
提出需求，镇（街道）统筹计划，
区（市）县民政部门、社治部门、
人社部门、 财政部门综合审核，
市民政局、市委社治委、市人社
局、市财政局联合审定区（市）县
当年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设
置数量。

区（市）县根据当年社区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设置数量，
采取整合、调整、购买服务等方
式， 配备专职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 其中，社区专职工作者中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转为社区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的， 根据工作需
要，可采取专（兼）职方式设置，
但兼职时间应不超过 2 年。

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属
于专业技术岗位，岗位人员纳入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并建立社区
社会工作专业岗位等级对应的
职级体系。

根据《成都市社区社会工作
者绩效考评制度》的规定，社区
社会工作者主要工作职责包括：

学习贯彻执行和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
规； 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社
区居委会的指导； 主动发现社区
居民需求， 及时掌握社区社会矛
盾、社会风险、社会问题，向社区
提出工作建议； 对社区社会工作
服务对象需求进行评估， 制定服
务计划，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
方法及手段， 开展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整合各方资源，协调社会工
作者、志愿者、慈善力量等联动服
务，回应社区居民合理需求；配合
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人员开展
专业服务， 支持落地社区的社会
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
参与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促进党
群共建、邻里互助、社区共融，助
力社区发展治理； 完成上级交办
的其他社区社会工作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