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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pecial� Report

2020 年度
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十件大事

2020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提出：“要发挥社会
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
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 、情
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 ”国家
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对
社会工作参与防疫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 30
万名社会工作者投身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提供了社区防控、困难救
助 、心理疏导 、哀伤辅导 、社会支
持网络修复等社会工作服务。

社工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彰显专业优势，
受到党和政府肯定1.1.

� �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之年 ，社会工作以专业的
力量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 民
政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
“三区计划 ”， 每年引导 1000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 “三

区 ”服务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牵手计划 ”，三年时间从社会
工作 先发 地 区 遴选 332 家 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一对一牵手
帮扶贫困地区 ， 培育发展 300
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 培养

1000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支
持贫困地区为特殊困难群众
提 供 300 个社 会 工 作服 务 项
目 。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 。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社会工作发挥重要作
用，体现责任担当2.2.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1—2020
年 ）》提出 ，到 2020 年 ，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 145 万
人， 其中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达到 20 万人、高级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达到 3 万人。 民政部
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底 ，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已
达 150 万人， 持证社会工作人

员突破 66 万人。初、中、高级相
衔接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
度基本建立。 规划目标已经完
成，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进入新阶段。

社工专业人才总量达到 150 万人，人才队伍建设
目标完成，开启新的发展阶段3.3.

2020 年 8 月 25 日， 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
见》， 要求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引
导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

助。 《意见》提出，通过购买服务、
开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
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鼓励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
协助社会救助部门开展家庭经济

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分
析等事务， 并为救助对象提供心
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
会融入等服务。 社会工作在社会
救助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完善意见发布， 社会工作专
业性被认可，将提供多种服务5.5.

2020年 10月 17日，民政部在
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加强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纪恒指出，
围绕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
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加快建立健

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制度体
系。 力争“十四五”末，实现乡镇（街
道）都有社工站，村（社区）都有社会
工作者提供服务，社会工作的作用
得到更加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地
位得到普遍认可。

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会召开，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提速6.6.

2020 年 11 月 2 日， 深圳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市关于
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水平的若干
措施》。 《若干措施》提出了社会
工作职业定位、社会工作从业人
员动态管理体系、社会工作服务
监管体系、抓好组织实施等方面
的具体措施。 重点解决社会工作

发展系统性不足、社会工作服务
供给方式、社会工作者职业薪酬
体系不健全、社会工作从业人员
无有效动态监管等关键问题，实
现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水平的目
标。 《若干措施》的发布将进一步
推动深圳社会工作的发展，为社
工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深圳发布《关于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水平的
若干措施》，探索推动社会工作发展新路径8.8.

民政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
务消费的实施意见 》 提出 ，到
2022 年底前培养 10 万名专兼职
老年社会工作者。 2020 年 10 月
23 日，民政部印发了《老年社会
工作者培训大纲 （试行）》。 《大
纲》按照老年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内容， 逐一细化了政策趋势、理
论知识和实务技巧等内容，明确
了培训目标 、培训对象 、培训方
式、培训时间、考核要求等要素，
为规范培训工作、保证培训质量
提供了依据， 为实现培养 10 万
名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的目
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老年社会工作者培训大纲（试行）》发布，
将培训 10万名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9.9.

� � 2020 年 11 月 3 日 ，《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对外公布。
《建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发挥群团组织和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
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
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这一表述进一步
明确了社会工作在“十四五”的定位与作用，
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于“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发布，社会工作被纳入顶层设计4.4.

2020 年 10 月 17 日，《未
成年人保护法》修订通过，首
次把社会工作者纳入法条 ，
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社
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参与涉
及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
的心理干预、法律援助、社会
调查 、社会观护 、教育矫治 、
社区矫正等工作 。 12 月 26
日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
修订草案审议通过， 同样首
次把社会工作者纳入法条，其中
5 处提及社会工作。 此外，《未成
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国家标

准》试行工作也在 2020 年启动。
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工作迎来里
程碑式进展。

社会工作被写入未成年人相关法律，青
少年社会工作迎来里程碑式进展7.7.

� � 2020 年 12 月 7 日 ，中共中
央印发的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
纲要 （2020-2025 年）》 对外公
布 。 《实施纲要 》 提出要健全
……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法律制
度 ， 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 ； 加强对欠发达地区专业法

律服务人才和社会工作者 、志
愿者的政策扶持 ； 发展心理工
作者 、 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心理
服务人才队伍 ； 健全执法司法
机关与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的工
作衔接 。 社会工作的法治化进
程进一步提速。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
发布，社会工作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升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