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今年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 30 周年。三十年来，中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全国关工委组织已达 107 万个，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五老”（即
“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有 1300 多万人，已成为深受青少
年欢迎、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群众性工作组织。

推动关心下一代事业
迈上新台阶
———中国关工委 30年工作情况综述

广东：
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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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培育时代新人

1964年 2月， 在寒冷彻骨
的暴风雪中，“草原英雄小姐妹”
———龙梅和玉荣为保护集体羊
群，险些失去生命。 她们的动人
事迹，感染教育了几代青少年。

2009年，退休后的龙梅主
动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 十多
年来，她牢记立德树人的光荣
使命，向各族青少年进行爱党
爱国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帮
助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

龙梅的故事， 正是各级关
工委和广大“五老”关心下一代
工作的生动缩影。 作为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坚实阵地， 各级关
工委和广大“五老”不断支持和
帮助青少年成长， 在青少年思
想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大力推动培育时代新人。

———通过开展“传承红色
基因、争做时代新人”“党史国
史教育” 等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组织“五老”结合亲身经历
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积极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向网络空间延伸等方式，各
级关工委在青少年当中开展
了有声有色的理想信念教育。

———聚焦农村青年创业就
业脱贫， 各地关工委用心用力
用情开展“十百千万”五老关爱
行动， 注重把扶贫和扶志、扶
智、科技培训示范相结合，有力
带动了年轻一代脱贫致富。

———自 2009 年开始，中国
关工委联合有关部门单位，开
展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有效
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对加强
青少年保护和预防青少年犯
罪起到重要作用。

在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
老”的共同努力下，青少年茁
壮成长、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得以在他们心中
扎根筑牢。

弘扬好家风好家教

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
第一课，是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的基础。

三十年来，关工委始终关
心家庭，重视家庭教育，为形
成良好家风创造了积极的社

会氛围。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关工

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参与制
定并认真落实《全国家庭教育
指导大纲》《关于指导推进家
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
2015 年）》《关于指导推进家庭
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
年）》 等文件， 并按照任务分
工，落实《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 有关任务，
推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

去年，中国关工委在全系
统开展“五老弘扬好家教好家
风”主题活动，号召有家庭教
育专业特长的“五老”进学校、
进社区、进农村，向家长宣讲
科学家庭教育方法。同时,积极
开展隔代家庭教育研究和实
践。 全国各级关工委共举办家
庭教育讲座 1020 万场，参加学
习家长 8560 万人次。

对于特殊家庭的教育指
导，关工委特别重视。 通过开
展“代理家长培训”“留守儿童
异地探亲”“周末家庭” 等活
动，利用农民工返乡时机大规
模培训留守儿童家长，帮助农
村留守儿童营造更为丰富多
彩的成长氛围。

数据显示，目前，各级关
工委在全国建立了 7 万多个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阵地，向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
了课后辅导、生活救助、心理
疏导、 情感抚慰等关爱服务，
有力促进了他们的健康成长。

形成关心下一代工作强
大合力

新时代呼唤新气象。 各地

关工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
动党建带关建制度机制建设，
关工委工作呈现了全面活跃
的新局面。

在落实党建带关建工作
中，切实抓好基层关工委组
织建设至关重要 。 以行政
村、社区、学校为重点，在建
立党组织的地方和单位争
取建立起关工委组织，完善
工作网络，使得关工委组织
逐步扩大延伸，进一步发展
健全。

创新工作方式也是党建
带关建制度机制建设的重要
一招。 福建省关工委部署开展
以政治建设为核心的“基层建
设提升年”活动；上海市关工
委积极推动把教育服务青少
年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紧密
结合；黑龙江省关工委大力加
强网上关工委建设，为关工委
工作适应互联网发展提供了
借鉴。

此外，开展党建带关建制
度机制建设以来，各级党组织
重视在创建党建工作品牌中
带动推进关工委工作品牌建
设，着力把关心下一代工作融
入党建活动中，不仅推动了关
心下一代活动的深入开展，也
有力地推动了关工委工作不
断发展。

通过党建带关建 制度
机制的不断完善， 各级党委
对关工委工作更加重视 ，关
工委组织网络不断织密织
牢、 工作氛围更加积极，形
成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强大
合力。

（据新华社）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民政部的决策部署和省领导同志
的批示要求，解决基层兜底民生服
务力量薄弱的难题，近日，广东省
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省妇联、省残联等五部
门联合，启动实施“广东兜底民生
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以下简
称“社工双百工程”）。

“社工双百工程”以专业社工
充实基层兜底民生服务力量，把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村
（居） 社会工作服务点打造成为
宣传党的主张、 贯彻党的路线方
针、密切联系服务群众的一线阵
地，确保到 2021 年底前全省乡镇
（街道）建成社会工作服务站，到
2022 年底前全省村（居）建成社

会工作服务点， 实现全省社会工
作服务站（点）100%覆盖、困难群
众 和特 殊 群 体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100%覆盖。

这支规模将超过 3 万人的基
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高校应届
毕业生、本地人为主，将在乡镇（街
道）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立足
镇街、深入村居，协助政府精准识
别兜底保障对象，高效落实兜底保
障政策，对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加
强人文关怀和精神关爱，有效破解
基层兜底民生服务能力不足的痛
点和堵点，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促进社会和
谐、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方面发挥
重大作用。

（据民政部网站）

辽宁：
实施补助激励办法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为鼓励各地推动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辽宁省制定出台了《辽宁
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省补助激励
支持实施办法》， 办法提出对贯彻
落实国家和省加快养老服务体系
发展决策部署真抓实干、 主动作
为、成效显著的市给予补助激励。

办法明确，补助激励的对象是
14 个市。参照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
与市财权事权划分原则，将全省 14
个市划分为三类地区： 第一类地
区，沈阳、大连、盘锦；第二类地区，
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
口、辽阳、葫芦岛；第三类地区，阜
新、铁岭、朝阳。 依据上一年度养老

服务体系总体发展情况，计算各市
分数总和，综合排名靠前的 4 个市
予以补助激励。

补助激励评价指标为四项：
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入住率、社
区日间照料覆盖率、 农村特困人
员供养服务机构法人登记率、养
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重大
风险隐患整治合格率。 省财政厅、
省民政厅在分配民政部下拨的年
度福利彩票公益金补助地方老年
人福利类项目资金时， 通过工作
绩效因素， 对激励的市予以资金
倾斜。

（据民政部网站）

四川：
启动“天府银龄”老年人关爱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11 月 19 日， 四川省“天府银
龄”老年人关爱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正式启动。这是四川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重大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首次以老龄
化社会治理视角，将养老服务工作
与城乡基层治理试点示范行动计
划相结合。

“天府银龄”老年人关爱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通过招投标， 确定
四川光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项
目执行机构， 从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1 月，在全省 25 个“社会
组织参与型” 试点社区设置首批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站， 配备专业
社工长期驻点开展老年社会工作
专业服务。

该项目采取政府购买方式，引
入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入驻社区，面
向特困供养人员、留守老人、低收

入家庭困难老人提供专业服务，立
足困难老年群体最迫切需求，精准
施策，打通政府服务老年人“最后
一百米”。

项目将通过个案管理、互助支
持小组、社区活动等社会工作专业
方法开展为老服务， 链接社会资
源，培养当地社工人才，发展为老
服务志愿队伍，进一步激发社会力
量参与为老服务的活力。

项目实施将建立“民政厅统筹
指导、重点督导，市（州）督促推动，
县（区）统筹实施，机构、社区全力
落实”的四级联动责任体系。 民政
厅养老服务处将全程参与项目管
理，监督项目执行，组织验收并形
成经验推广，努力将“天府银龄”打
造成“为老社会工作服务”品牌项
目，在全社会营造“孝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据民政部网站）

云南省德宏州关工委五老参加芒市一小新生入学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