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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Work 05社会工作

广西“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出炉
到 2025年底，全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到 5万人

� � 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推进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近年
来，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立足
社会发展需要， 坚持以培养创
新人才、培育社工队伍、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为基准， 以落实
政策、技能培育、人才培养、活
动开展为着力点， 持续推动社
工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工作事
业的发展。

强化政策支撑，广聚人才。
实施基层社工人才培育工程，
配套出台《夹江县城市社区工
作者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实施方
案》，在教育培训、薪酬待遇、生
活服务等方面予以保障。 建强
社区人才培育基地，打
造青江益善社会组织发
展服务中心， 全面构建
社工人才“1+N”网格化
管理模式， 形成源头治
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
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
制。目前，通过立足一线
岗位实际， 多元化开发
社工岗位 200 余个，引
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6
名， 首批公开招聘社会
工作者 30 人。

构建人才梯队，选
贤培能。 构建人才培养
长效机制， 全面推进社
工人才素能提升， 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实战练兵、岗
位轮训等方式，加强社会救助、
养老服务、 未成年人关爱保护
等重点领域社工人才培育。 鼓
励社区工作者积极参加社会工
作职业资格评价和学历教育提
升，今年以来，组织各镇（街）、
村（社区）社会工作者参加全省
社工人才能力提升培训，78 人
接受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16
人通过在职教育取得大专文
凭， 县民政局局长带头参加社
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

实施“五社联动”，共建共
治。 以开展全省第二批城乡基
层治理试点为契机， 引导社

区、 社会工作者、 社区社会组
织、 社区志愿者、 社区公益慈
善资源“五社联动”，着力“小
切口”推进“大治理”。 成立首
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 引导慈
善力量参与基层治理， 在新
华、 滨江等 5 个城市社区开展
“党建+社会服务”试点，成立 5
个社工室， 孵化培育社区“益
他性” 组织和治理类组织，组
建困难救助、 矛盾调处、 权益
维护等社工志愿服务队伍 33
支， 把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转
化成服务优势， 推动社会工作
与社区治理双赢达效。

（据四川省民政厅）

� � 浙江省温州市民政局坚持推
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双
融合、双提升”，持续增强农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是建立“三清单”模式。 乡
镇（街道）社工站建立群众需求清
单、 社会资源清单和服务项目清
单。在摸清需求、掌握资源的基础
上，将“群众要什么”与“我们有什
么”有机结合起来，精心设计服务
项目清单，开展个案 877 个、小组
3893 节、社区活动 4312 场次。

二是优先“雪中送炭”项目模
式。着力做好“雪中送炭”的项目，
瞄准解决问题的靶心， 大力压缩
咨询性个案、 活动式服务等专业
特性不明显的服务比例， 围绕老
年人、 外来务工人员和低收入家
庭等重点人群， 着力提供更具个
性化、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目前，
全市乡镇（街道） 社工站开展的

193 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涵盖
了救助、养老、社区矫正等 24 个
服务领域， 都是从服务对象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
发，作为政府工作的拾遗补阙。

三是打造“五社联动”模式。
在社工站这个主体平台上， 以满
足居民需求为导向，联合社区、社
会组织、社工、社会资源及社区自
治组织的力量， 调动社区居民自
治意识，发掘居民积极分子，成立
志愿服务队， 开展各项关爱主题
活动。 温州全市持证社工共
17439 人、孵化志愿服务组织 308
个，培育志愿者 4.7 万名，更好满
足不同类型服务对象的需求，传
递社区温暖， 提升社区居民幸福
指数， 让民众更大限度感受政府
关怀，使得服务工作达到“1+12”
的效果。

（据温州市民政局）

温州市民政局惠民利民三项模式
着力发展社工精准化供需对接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
全力推进基层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 � 近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同意，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
厅、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广西
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该《规划》聚焦“十四五”时期阶
段性任务，主要从基本民生保障
更加有力、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有
序、 基本社会服务更加有效等 5
个方面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民
政事业的发展目标， 制定了 16
项主要发展指标和 10 个重大工
程项目。

在基本民生保障方面，《规
划》提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
体系，有效保障救助对象基本生
活，稳步提升残疾人、孤儿等社
会福利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支持设
区市建设功能完备的儿童福利
设施；推动精神卫生福利服务能
力建设，争取到 2025 年底，每个
设区市建设 1 所精神卫生福利
设施。

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大力发展基础养老服务、优化居
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网络、推动
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提升综合监

管水平等任务。 到 2025 年底，区
域养老服务中心在乡镇（街道）
的覆盖率总体达到 60%；支持 2.5
万户以上困难家庭的老年人家
庭实施适老化改造；全区培育创
建老年人宜居社区 100 个；全面
建成集老年人数据库、养老资源
数据库、行业监管信息于一体的
广西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打造 15
个以上示范性智慧养老院。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加强
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完善城
乡社区服务体系、推动社会组织
高质量发展等任务。计划到 2025
年底，实现每个设区市至少拥有
一个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推动县
（市、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

在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方
面，完善慈善事业、社会工作、志
愿服务政策和标准，加大培育慈
善主体力度，重视发挥慈善事业
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积极作用，助
力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高质量发展。 计划到 2025 年底，
实现全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
服务站全覆盖；全区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达到 5 万人；志愿服务站
点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的覆
盖率达到 80%。

在基本服务方面，优化婚姻
收养登记，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
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关爱工作，
推进地名、 殡葬等公共服务，合
理拓展服务内容， 提高服务质
量，提升基本社会服务专业化水

平。 计划到 2025 年底，设区市实
现市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全覆盖，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覆盖率达到 75%； 加大村
（居）儿童主任培训力度，参训率
达到 100%， 全面提升专业化水
平；实施殡葬服务设施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实现
全区每个设区市和每个县（市）
建有 1 家殡仪馆，每个设区市和
每个县（市）至少建成 1 家公益
性公墓，乡镇、村级公益性公墓
（骨灰堂）覆盖率明显提高，殡仪
馆现有火化设备排放标准全部
达到国家节能环保要求。

根据以上重点任务，《规划》
提出“十四五”时期，城乡低保标
准年度增速、农村低保标准占城

市低保标准比例、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覆盖率、养老机构护理型
床位占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
量、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站覆盖率等 16 项民政事业发
展的主要指标；实施儿童福利机
构服务质量提升工程、精神卫生
福利设施建设工程、民生综合保
障能力提升工程、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工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
设工程、 社会工作能力建设工
程、志愿者服务专项工程、未成
年人保护能力建设工程、地名服
务专项工程、殡葬服务设施建设
工程 10 项重大工程， 进一步增
强民生福祉，助力全面建设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据广西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