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点地区依托基层综治中心或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在村（社区）建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
作室；2021 年底前，以村（社区）为单位，建成率达 80%以上。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国家信访局、中国残
联以办公厅函形式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2021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明确提出了上述要求。

2021 年试点重点工作包括三方面，一是强化组织管理和保障措施；二是完善社会心理服务网络；三
是规范开展社会心理服务。 具体共 14 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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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试点地区 80%的村（社区）
将建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 ■ 本报记者 王勇

2018 年开始试点

2018 年 11 月 16 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 中央政法委等 10 部
门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提出通过
试点工作探索社会心理服务模
式和工作机制。

《工作方案》提出了四项具
体指标：

1.依托村（社区）综治中心等
场所，普遍设立心理咨询室或社
会工作室，为村（社区）群众提供
心理健康服务。 以村（社区）为单
位，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建
成率达 80%以上。

2.高等院校普遍设立心理健
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室），健全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 中小学设
立心理辅导室，并配备专职或兼
职教师，有条件的学校创建心理
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3.各党政机关和厂矿、企事
业单位、新经济组织等通过设立
心理健康辅导室或购买服务等
形式，为员工提供方便、可及的
心理健康服务。

4.100%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心
理门诊，40%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开设心理门诊。 培育发展一批社
会心理服务专业机构，为大众提
供专业化、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服
务。 利用各种资源，建立 24 小时
公益心理援助平台，组建心理危
机干预队伍。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工作方
案》要求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网
络， 一是搭建基层心理服务平台。
二是完善教育系统心理服务网络。
三是健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心理
服务网络。四是规范发展社会心理
服务机构。五是提升医疗机构心理
健康服务能力。六是建立健全心理
援助服务平台。七是健全心理健康
科普宣传网络。八是完善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服务工作机制。

《工作方案》要求加强心理服
务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发展社会
工作专业队伍， 鼓励和支持专业
社会工作者参与心理健康服务。
二是培育心理咨询人员队伍，吸
引有心理学专业背景人员和经过
培训的心理咨询人员从事心理健
康服务。 三是发展医疗机构心理
健康服务队伍， 提升医疗机构心
理健康服务专业人员数量和服务
水平。 四是组建心理健康服务志
愿者队伍， 鼓励和规范心理健康
志愿服务的发展。 五是健全心理
健康行业组织，并加强管理。

从 20%到 50%

2019年，《全国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试点地区名单》 对外发
布。 同时发布的 2019年重点工作
任务要求，试点地区依托基层综治
中心或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
在村（社区）建立心理咨询室或社
会工作室；2019 年底前，以村（社
区）为单位，建成率达 20%以上。

其他指标还包括： 试点地区
所有高等院校按照师生比不少于
1:4000 的比例， 配备心理健康教
育专职教师。 建立心理辅导室的
中小学校比例达 50%以上。30%的
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为员工提
供心理健康服务。 辖区全部精神
专科医院均开设心理门诊等。

2020 年，结合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需要，增设湖北省武汉
市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试点地区。 要求各省份将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作为推
进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
要抓手，纳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整体防控部署。

重点任务方面，要求试点地
区多部门应当分级分类对社会
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
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心理健
康服务人员开展培训，对培训考
核合格人员建立人才信息库，为
当地提供服务。

试点地区依托基层综治中
心或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
在村（社区）建立心理咨询室或社
会工作室；2020 年底前，以村（社
区）为单位，建成率达 50%以上。

取得显著成效

2020 年，各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试点地区结合当地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及亟需解决
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推进试点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试点 2021 年重点工
作任务的通知》显示，浙江省嘉
兴市创新地校合作，形成辐射全
市的心理服务队伍；创新服务机
制，推出“嘉心在线”公益互动心
理服务平台，将“健心客厅”嵌入
城乡图书馆，让群众更加方便地
接受“面对面”心理服务。

河南省驻马店市以“六进”
“六服务”“六严控”“六结合”为
抓手， 将心理服务融入基层治
理，推动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
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湖北省武汉市建立健全多
部门心理服务合作机制， 建立

“三专”（专班、专员、专干）心理
服务体系，实施“五社一心”服务
项目，整合各方力量开展疫情心
理危机干预工作，加强心理热线
及线上平台服务，推进心理健康
和精神卫生服务进社区。

广东省深圳市政策保障到
位，部门协调顺畅，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参与度高，各行业示范
点建设起点高、理念新，很好地
发挥了示范引领效果。

四川省自贡市坚持高位推
动，政法、卫生健康部门“双牵
头”“双融合”，实现“一盘棋”，构
建“一张网”；坚持问题导向，创
新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疏导
与危机干预，促进解决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

收官之年 14 项重点任务

2021 年是试点工作收官之
年，根据试点工作总目标和历年
试点任务执行情况，结合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三个方
面 14 项内容被列为 2021 年重点
工作任务。

一是强化组织管理和保障措
施。 具体任务包括召开领导小组
会议，保障试点工作经费，开展多
部门联合调研评估， 加强各级各
类人员培训并建立人才信息库。

试点地区多部门应当整合
资源，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关于印发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试点地区基层人员培训
方案的通知》， 对各级各类心理
服务人员进行全员培训，对培训
考核合格人员建立人才信息库，
组织其为当地提供心理服务。

二是完善社会心理服务网
络。 包括提高基层社会心理服务
平台搭建比例，完善学生、员工
心理健康服务网络，提升医疗机
构心理健康服务能力。

具体指标包括：试点地区依
托基层综治中心或城乡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等，在村（社区）建立
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2021
年底前，以村（社区）为单位，建
成率达 80%以上。

试点地区所有高等院校按
照师生比不少于 1:4000 的比例，
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建
立心理辅导室的中小学校比例
达 100%，并配备专兼职教师，每
学期至少开展 1 次面向家长和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100%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和规模以上企业单位为员工提
供心理健康讲座、心理测评等心
理健康服务，对发生家庭变故或
其他重点问题的员工开展一对
一心理干预。

辖区 100%精神专科医院设
立心理门诊，40%的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科门诊。

三是规范开展社会心理服
务。 包括开展多种形式科普宣
教，对受疫情影响重点人员提供
心理援助服务，加强心理危机干
预队伍建设、规范心理援助热线
服务，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
务机制，将抑郁症、老年痴呆作
为试点特色项目，并针对当地亟
待解决问题或结合当地需要开
展其他特色项目。

试点地区要组织各方力量，
对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患者及其
家属、隔离人员、抗疫工作人员
等重点群体，及时给予心理疏导
和干预。

试点地区要加强心理危机干
预队伍建设，明确队伍职责任务，
每年至少开展 2次系统培训和演
练。 加强心理援助热线的规范建
设和管理， 提供 7×24小时服务，
每年至少对接线员开展 2 次系统
培训，加大指导和考核力度。有条
件的地区设置专用短号码热线，
并广泛宣传，提高公众知晓率。

试点地区公安、民政、司法
行政、信访、残联等部门结合行
业特点，每年至少为系统内人员
及工作对象举办 1 次心理健康
知识讲座，并根据需求提供心理
健康或社会工作服务。

试点地区按照《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关于探索开展抑郁
症、老年痴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
的通知》要求，将抑郁症、老年痴
呆作为试点特色项目，做好组织
实施。 同时，针对当地亟待解决
问题或结合当地需要，组织开展
实施其他特色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