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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Work 05社会工作

【各地动态】

以“五社联动”助力乡村振兴
看湖南常德社工站的有效探索

� � 2021 年 10 月 20 日，“广东
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
程”（以下简称“双百工程”）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点）
挂牌仪式在全省各地举办。 广
东乡镇（街道）社工站全部正式
挂牌运作，标志着“双百工程”
编织的“乡镇（街道）社工站—
村（居）社工点”两级兜底民生
服务网络， 已经实现乡镇（街
道）一级百分百全覆盖。

“双百工程”由广东省民政
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妇联、省残联于 2020
年 11 月启动实施，以实现“全
省社工站（点）100%覆盖、困难
群众和特殊群体社会工作服务
100%覆盖”为主要目标，明确用
两年时间打造一支近 3 万人的
基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在重
点保障数百万困难群众和特殊
群体基本生活的基础上， 为他
们统筹提供情绪疏导、 心理抚
慰、精神关爱、关系调适、社会
融入等专业服务， 进一步改善
他们的生活品质， 不断满足他
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省委、 省政府将“双百工
程”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写进
2021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省

级财政安排 3 年补助资金近 15
亿元， 是近年来广东重视程度
最高、工作力度最大、覆盖范围
最广、 受益人数最多的重大民
生工程之一。

“双百工程”社工站（点）由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负责建设和管理，其中，社工
站依托乡镇（街道）现有办公
场所建设， 社工站将所辖村
（居）分成若干个片区，依托村
（居）现有资源建设村（居）社
工点，社工点是社工站派驻村
（居）的服务点。

“双百工程”统筹设置事务
性岗位和服务性岗位， 事务性
岗位设在乡镇（街道）社工站，
主要负责经办社会救助、 养老
服务、 儿童福利、 残疾人事务
等，包括受理相关业务申请、开
展政策宣传、 进行服务对象信
息核对及管理等工作； 服务性
岗位设在村（居）社工点，主要
负责协助识别服务对象、 评估
服务需求、统筹开展服务、推动
共建共治共享。

按照“双百工程”的部署要
求，社工将进村入户开展走访，
及时发现尚未纳入兜底民生保
障网的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协助找到合适的救助政策和救
助方式， 进一步健全完善兜底
民生服务对象台账。

社工将对困难家庭开展陪
伴式的帮扶， 综合运用社会工
作专业理念、方法和技能，统筹
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 帮助重构家庭和社会支
持网络， 持续提升自信心和生
活动力。

社工将扎根社区， 结合村
（居） 委会和社区群众对社会工
作服务的需求，积极发展社区社
会组织，动员带领社区志愿者参
与服务，链接整合社区公益慈善
资源，全面激发社区活力，助力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目前，全省乡镇（街道）社
工站已设置部分村（居） 社工
点，安排社工驻点开展服务。 按
照“双百工程”进度安排，省将
在 2021 年底前统筹做好社工
的岗前培训、日常培训、专业督
导等工作，在 2022 年 6 月前继
续组织招聘社工工作， 确保
2022 年底前实现全省社工点
100%覆盖、 困难群众和特殊群
体社会工作服务 100%覆盖。

（据广东省民政厅）

加强制度配套，推动社会工作
人才持续化发展。 下发《九龙坡区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
评估实施办法（试行）》、《九龙坡区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管理
细则（试行）》等政策，进一步规范政
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构建综合政
策引领、 专项政策配套的政策体
系，逐步形成全区社会工作发展的
良好态势；在激励措施方面，区财
政自 2016 年起设立奖励机制，对
取得全国初、中级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证书的，分别给予一次性 1000
元和 2000元补助奖励，截至目前，
共安排补助资金 70余万元。

强化培育扶持，推动社会工作
人才职业化发展。 每年在社会工作
人才培训给予资金支持，并连续多
年组织公益考前辅导培训；印发了
《九龙坡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
实施方案》，明确对全区所有村（社
区）工作者、各级社会组织的志愿
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从业人员
等实施大规模培训，培训后，全区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将达到
4000人，逐步实现社会工作服务全
覆盖；联合相关部门出台社区工作
者职业体系，持有社工师资格纳入
加分， 全面推进社区干部专业化；
举办社工能力成长营， 培养 30名

本土实务社工人才，目前全区社会
社工专业人才达到 2759人， 持证
1147人， 开发社工岗位 757个，位
居全市前列。

拓展服务领域， 推动社工人
才专业化发展。 会同财政、司法、
退役军人、 妇联等多个部门建立
项目需求调研论证机制， 完善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库， 扩大政府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范围和规模，强
化部门合力， 促进社会工作融合
发展；统筹民政、部门、镇街、社会、
承接组织多方资金 1111 万元，购
买项目 88 个，实现从困难人群到
有需人士的扩围； 开展政府购买
社工服务项目试点， 全区累计开
展 328 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总
投入 3700 余万元，有效地回应了
社会需求；以“全科+专科”方式，
满足服务需求， 依托社区社会工
作室，实施 14个公益创投项目，推
动社会工作室开拓思路、 创新方
法， 提升其解决社会问题的综合
能力，针对老年、困境儿童、家庭
妇女等特殊群体，购买 30 家社会
组织的专业服务， 满足居民个性
化、专业化需求。 通过服务领域的
拓展和深耕， 为九龙坡区社会工
作人才专业化发展打造空间。

（据重庆市九龙坡区民政局）

重庆：
九龙坡区助推社会工作人才发展

广东：
实现乡镇（街道）社工站百分百全覆盖

� �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地处
湖南西北部， 位于洞庭湖西滨，
辖 18 个乡镇、4 个街道、4 个农林
场,常住人口 83 万，其中农业人
口 65.5 万。 全区地广人多，是一
个典型的农业大区。

2019 年初，常德市鼎城区乡
镇（街道）社工站项目正式运行，
每个乡镇（街道）配备一名驻站
社工开展服务。 2020 年，社工站
以基层民政领域为依托，运用社
工、社区、社区志愿者、社会组
织、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服
务机制， 以社会救助领域服务、
农村留守儿童保护服务、城乡社
区建设服务、养老服务、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为主要
工作内容，助力基层民政工作能
力的提升，助力乡村振兴。

社工+社区： 深化参与，促
进居民实现社区自治

社工站作为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载体，需要不断
深化居民参与， 带动居民实现社
区自治。 社工站在工作中紧密结
合社区， 通过各种服务引导居民
关注社区、参与社区事务，如“开
心花甲”长者服务项目，社工首先
挖掘社区积极活跃的老年人成立
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尝试“低龄助
高龄”的社区养老新模式，逐渐带

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
随后，社工站带领居民开展

社区资源地图绘制活动，带领社
区居民一起寻找、挖掘、梳理社
区资源，并绘制成资源地图进行
展示，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了
解，增强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在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社
工站实施“小鸡快跑”农村救助
对象增能项目， 联合社区扶贫
队，为农户投放鸡苗，组织技术
培训，每月进行监测、跟踪，累计
为农户创收 13 万余元。 项目的
实施不仅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经济效益，也增强了他们的自
信心和参与感，有的农户甚至开
始尝试更多的养殖种类。

社工+社区志愿者：营造村
社文明和谐氛围

目前每个社工站仅有 1 名
驻站社工，培育和发展志愿者成
了社工站工作的重要补充。 社工
站除了制定、完善志愿者管理制
度，优化工作流程之外，还建立
了“常德市鼎城区社工站志愿服
务队”及线上微信交流群。 志愿
服务队除了协助社工站开展各
类日常的工作， 也参与培训、团
建、表彰等工作，如“守护夕阳”
老年人防诈骗项目，社工站通过
宣传、招募志愿者，建立了上门

援助志愿者队伍，并联动司法部
门、公安部门、村居委会以及老
年人和子女，联合建构防诈骗支
持网络；开展“暖心行动”系列活
动，主要针对春节父母未返乡的
留守儿童，引导志愿者与他们进
行结对帮扶， 并开展学业辅导、
亲情陪伴等服务，让他们度过一
个温暖、祥和、安全的新春佳节。

2020 年底，社工站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志愿便民服务周活动，
有效运用当地志愿者资源，组织
志愿者上门或者定点为弱势群
体提供理发剃须、 健康检查、防
疫宣传、清洁打扫、安全隐患排
查等各类志愿便民服务，不仅传

递了爱心，更温暖了人心，在全
区内营造文明和谐的氛围。

社工+社会组织：激发活力，
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鼎城区本土社会组织虽然不
少，但大多数存在活跃度低、服务
能力弱的情况。 对此，社工站首先
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强化对社会组
织的能力建设，并在实务工作中邀
请社会组织参与， 协同开展服务，
如联合常德市鼎城区老摄影家协
会开展“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
动，制作生命故事集，重温老党员、
老模范、 老战士峥嵘岁月中的故

事，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为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周年献礼。

除了引导社会组织开展服
务之外， 社工站还大力孵化、培
育本土社会组织。 2020 年，在“幸
福 3+1” 老年人项目的实施过程
中， 社工站整合村社工作人员、
党员志愿者、热心公益群众组建
了本土志愿者队伍，孵化了“乐
桥”志愿者协会，定期为居民提
供各类志愿服务，传递正能量。

社工+社会慈善资源：有效
整合，盘活周边有利资源

资源整合者是社会工作者
的重要角色之一。 社工站在工作
中，注重灵活“借力”，有效运用
并盘活各类社会慈善资源，如
2019 年社工站与中国光华科技
基金会合作开展相关服务，2020
年社工站开展“青春圆梦计划”
行动， 通过搭建心愿认领平台，
倡导社会爱心人士奉献爱心，圆
梦困难儿童的“微心愿”。

乡村振兴饱含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乡村振兴战略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工站为各类
弱势群体解难题，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送到千家万户，为推进乡村
振兴贡献专业力量。

（据“中国社会工作”公众号）

社工为志愿者开展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