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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29 日，吉林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吉林
省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进行政策解读。

据悉，省政府常务会议日前
审议通过了《吉林省民政事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
期全省民政事业发展的主要目
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对更
好发挥民政部门在社会建设中
的兜底性、基础性作用作出了部
署，提供了指引。

《规划》 指出，“十三五”时
期， 全省推进 1200 余个社区社
工服务站规范化建设，专业社工
机构达 353 个，有 10855 人取得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取
得国家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
书的达到 2 万人以上（其中社区
工作人员达到 1.3 万人）。 每个
城市社区至少配备 3 名持证社
工，每个乡镇社区至少配备 1 名
持证社工，每个村至少培育 1 名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每个县（市、
区）至少培育 1 家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 到 2025 年，实现县（市、

区）、乡镇（街道）、村（居）志愿服
务站点全覆盖。

《规划》将“健全现代化社
会工作制度”单设一节，具体表
述为：

加强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
伍建设。 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出
台全省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实施方案及相关配套制度。 出
台推进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岗位设
定、 教育培训和薪酬激励等政
策。 研究制定社工项目管理办
法、行业自律、职业道德规范等
配套制度。

构建社会工作三级服务体
系。 建立县（市、区）—乡镇（街道）
—村（居） 社会工作服务平台体
系。 推动县（市、区）社工指导中心
（总站） 建设， 力争 2025年达到
60%；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设立
工作， 力争 2024年实现全覆盖；
积极推进村（居）社工点（室）建
设，力争 2025年达到 60%。

建立培训督导评估体系。加
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建立
上下联动的社会工作常态培训
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工作督导评

估机制，推动社会工作专业职业
化进程。推广使用“金民工程”社
会工作信息系统，提升社会工作
信息化水平。

推动志愿服务发展。推动完
善志愿服务政策法规体系，配合
相关部门对《吉林省志愿服务条
例》进行修订，建立健全志愿者
招募注册、教育培训、记录管理、
评价激励等政策措施，配合完善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体系。
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推广应
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加强
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管理，
持续推进志愿服务信息数据的
归集和管理。培育发展志愿服务
组织。 强化志愿服务与慈善项
目、社会工作协同。 鼓励开展志
愿服务“时间银行”等实践，培育
一批志愿服务品牌项目。依托乡
镇（街道）、村（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平台， 建立志愿服务站点，实
现“社工+志愿者”联动服务模
式常态化， 发挥志愿者作用，提
升民政服务能力。

在社会救助方面，《规划》要
求创新社会救助方式， 加强专业
社会工作服务， 帮助救助对象构

建家庭和社会支持网络。 推行“一
门受理、协同办理”。 探索“社区救
助顾问”服务模式，在乡镇（街道）
或有条件的社区设立社会工作服
务站（点），根据困难群众实际需
求，提供政策引导、资源链接、心
理疏导、社会融入等服务。

在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方面，
《规划》 提出促进慈善和社会工
作融合发展。 推动慈善组织“募
用分离”， 加强慈善组织与各类
社会服务组织合作机制，创新社
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
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
动机制， 支持设立社区基金会，
完善基层志愿服务制度，更好满
足群众需求。 到“十四五”末期，
推动建设 50 个以上慈善社工组
织孵化基地，引导其为特殊困难
群体及突发公共事件提供慈善
社工服务。

在养老方面，《规划》 提出加
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持续
实施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提升行
动，大规模培训养老护理员、养老
院院长、老年社会工作者。 推动实
现每千名老年人、 每百张养老机
构床位均拥有 1名社会工作者。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规
划》 要求提高儿童福利保障水
平。加强儿童福利机构档案管理
工作，不断提高孤儿养育、医疗、
教育、 康复和社会工作服务水
平，培育儿童福利机构高质量发
展示范单位。

壮大社会关爱保护力量。积
极培育儿童福利领域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
服务组织，帮助社会组织、专业
社工和志愿者队伍提高能力素
质，加强专业化、精细化、精准化
服务能力建设。动员和支持社会
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心理咨询
工作者等专业人员，针对农村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妇
女的需求，提供心理疏导、亲情
关爱、权益维护等志愿服务。

在婚姻家庭辅导方面，《规
划》要求深化婚姻家庭关系调适
和离婚辅导，发挥婚姻家庭辅导
室作用， 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力
量，为有需求的当事人提供情感
沟通、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纠纷
调解、生育保健等服务。

（据吉林省民政厅网站、“中
国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

《吉林省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出炉
持证社工 2万以上，每个城市社区至少 3名社工

� � 日前，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
区盘城街道社工站举办“关爱儿
童 守护未来” 世界儿童日主题
活动。专业社工向孩子们介绍了
世界儿童日的由来，儿童拥有的
权利和义务；带领孩子们观看世
界儿童日视频、“儿童防侵犯”宣
讲视频，并引导儿童如何保护自
己的“隐私”。

社工表示，在世界儿童日里
开展主题服务，不仅是为了认真
倾听孩子的心声，也是要引导他
们学会维护自身权利，激发孩子
潜能。通过这样的活动呼吁社会
各界加入到保护未成年人的行
动中来，呵护各个年龄段孩子的

健康成长，为他们营造友好的成
长环境。

11 月 28 日， 盘城街道社
工站再次举办“我的情绪我做
主” 青少年情绪管理小组活
动，以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满足儿童心理
需求，让孩子们的情绪和能量
得到释放，帮助他们在游戏中
获得对生活、对环境的感知和
经验。

盘城街道社工站成立后，引
入专业社会工作力量，打造“社
工站+儿童关爱之家+专业社会
工作者”平台模式，组织困境儿
童开展系列小组活动，提升困境

儿童的社区归属感。
据悉，盘城社工站由浦口区

启善互助服务中心负责运营，按
照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服务清
单提供专业专项服务， 在此期
间，社工站不断整合全街道的社
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社
区建设、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管
理等领域对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的需要，通过引入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为群众提供各类专业服务，
提升基层民生服务质量效能，更
好地推动基层社会工作发展、培
育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打通
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

（据交汇点）

江苏南京
通过社工站 +儿童关爱之家 +专业社工模式
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服务质量

� � 12 月 1 日， 浙江省民政
厅发布《关于公布首批浙江
省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显示为
进一步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 发挥高层次社会工
作人才在推动浙江省社会工
作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根据《浙江省社会工作领军
人才选拔办法》（浙民慈
〔2021〕31 号）， 浙江省民政
厅组织开展了浙江省首批
社会工作领军人才选拔活
动。经各地推荐、资格初审、
专家评审、 社会公示等环
节，现决定，认定张露娜等
10 人为首批浙江省社会工
作领军人才（详见名单）。

通知提出各位省级社会
工作领军人才要遵循社会工
作专业价值理念和道德指
引，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投入社会工作服务与管理。
同时， 民政厅将资助各位领
军人才成立工作室， 请抓紧
落实相关事宜。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
门要进一步关心关注专业
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加大培
养和使用力度，积极为省级
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发挥作
用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坚实
保障。

首批浙江省社会工作领
军人才名单

1.张露娜
玉环市楚门天宜社会工

作服务社总干事
2.秦 芸
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专

职社工
3.徐 轲
海曙区和义社工师事务

所理事长
4.李 红
德清县社会工作协会

会长
5.金美凤
海宁市西山社区书记
6.彭何芬
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

杭州芋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法人

7.徐梦荷
浙江省之江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副总干事
8.张敏华
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

邻里社区书记、主任
9.王丽旦
乐清市城东街道东山南

社区书记、主任
10.赵 静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副院长 鹿城区和
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据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
公布首批 10名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将资助成立工作室

� � 2021 年 11 月 29 日， 临沧
市社会工作联合会成立大会暨
第一届一次会员大会在临沧市
凤翔街道锦凤社区隆重召开，标
志着临沧市社会工作以及专业
化的社工人才队伍将随之得到
更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

会议报告了临沧市社会工
作联合会筹备工作情况、 章程
（草案） 和第一届理事会会员构
成情况；审议通过了《临沧市社
会工作联合会章程》； 选举出了
临沧市社会工作联合会第一届

会长、秘书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长和理事、常务理事。 临沧市社
会工作联合会部分会员参加了
本次会议。

新一届当选会长子幼表
示： 临沧市社会工作联合会的
成立， 是全市社会工作发展历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
事。 联合会将充分发挥行业枢
纽作用，结合新使命、新要求，
主动宣传社会工作知识， 不断
加强行业自律， 开展社会工作
人才培养，搭建行业交流平台，

持续推动行业标准化建设，引
领和带动广大社会工作者，主
动融入市域社会治理发展大
局， 不断助力全市社会工作事
业发展。

临沧市社会工作联合将发
挥社工的专业引领作用，整合社
区社会组织、志愿者以及社工人
才等多方力量，发挥好、运用好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
作用，推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据临沧市社会工作联合会）

云南省
临沧市社会工作联合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