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关锁中心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站
正式挂牌，这是官渡区首家挂牌
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站。

关锁中心学校社工站共由 2
名驻校社工和 4 名轮值社工组
成， 他们将围绕学生健康成长、
教师压力放松、家校共育等方面
开展专业服务，重点关注学生的
学习动机和能力建设、学生心理
与情感疏导、教师情绪管理与疏
导以及家庭亲职教育，助力巩固
“学校-家庭-社区” 联动的教育
支持网络，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
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

官渡区开展社工进校园试
点项目旨在推动学校社会工作
服务发展，做好学校适龄少年儿
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社会交往和
社会适应关爱服务等工作，形成

“家-校-社”良好互动。通过引入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驻校、开
设社工站， 由专业社工带动学
校、家庭、社会（社区）“三位一
体”有效互动，促进学校、家庭
和社区之间的协调合作， 协助
学校形成“教”与“学”良好的环
境， 引导学生寻求个别化和生
活化教育，建立社会化人格，习
得适应现在与未来的生活能力，
为学生的健康与全面发展保驾
护航。

为顺利开展社工进校园试
点系列项目，官渡区民政局面向
各社会组织公开征集承接运营
单位。 经专家组评审，该项目由
云南省携手困难群体创业服务
中心承接，项目在关锁中心学校
实施落地。

（据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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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出台意见
加快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 � 1 月 5 日，江苏省民政厅、省
高检、省司法厅、省人社厅、省卫
健委、 团省委等 6 部门联合召开
“推进江苏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
展”新闻发布会，发布解读江苏 18
个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快推
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和江苏省民政厅、 省人才办出台
的《江苏省“十四五”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发展规划》（以下分别简称
《意见》和《规划》）相关内容。

“十三五”期间，江苏省社会

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
社会工作在密切党群联系、扶贫
济困、基层治理、疫情防控等多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21
年底，全省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
资格证书的人员达 7.93 万人，位
居全国前列；拥有全国社会工作
领军人才 6 人、江苏省社会工作
领军人才 75 人；建成部、省级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 25
个，22 所在苏部、 省属高校开设
社会工作专业。

为了进一步强化社会工作
顶层设计，推动社会工作更好地
服务于国家中心大局，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在“强富美高”新江苏
现代化建设中的获得感幸福感，
江苏发布《意见》和《规划》两个
文件。

《意见》提出，到“十四五”
末，要建成一支数量足、结构优、
政治素质好、专业能力强的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
业化、职业化水平显著提升，基本

形成服务网络完备、 政府购买服
务机制健全、“社会工作+慈善+
志愿服务” 共融互通的社会工作
服务体系。 社会工作在巩固党的
执政基础，服务“基本民生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中
的专业作用发挥更加充分。

其中， 为着力破解社会组织
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待遇不
高、人才流失、服务专业性不够等
难题，《意见》明确，政府购买的专
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中， 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的数量不低于项目
执行总人数的 75%，项目人力成
本不少于项目经费的 80%。

《意见》是江苏社会工作事
业发展的基础性、 统领性文件，
而《规划》则是“十四五”期间推
动江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高质
量发展的“施工图”。《规划》的编
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兼
顾战略性与操作性， 立足省情，
科学设置指标任务，提出 5 项量

化指标，包括：到 2025 年，全省持
证社工人数要超 10 万人； 累计
培养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督导人
才各 150 名；乡镇（街道）社会工
作服务站点覆盖率达到 100%，每
个县（市、区）拥有 3A 级及以上
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数
量≥2 个。

此外，针对当前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发展存在的短
板，尤其是城乡、地区、领域、层
次发展不平衡问题，《规划》提出
了“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培养计
划”“社会工作督导培养计划”

“乡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计
划”“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
站点建设计划”“社会工作专业
岗位分领域开发计划”“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示范提升计划”“社
会工作实训基地、培训基地示范
计划”“社会工作‘牵手行动’”等
8 个专项计划。

（据新华网）

1 月 7 日，黑龙江省民政厅
召开 2022 年度全省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推进会议，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全国
民政工作会议、全省民政工作座
谈会和民政部加强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 2021 年第四季度调
度会会议的有关要求，全面总结
2021 年社工站建设情况， 积极
谋划 2022 年全省社会人才队伍
建设和社工站推进工作。省民政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宏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民政部加强乡
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2021 年第
四季度调度会精神。各市（地）民
政局进行工作汇报，哈尔滨市平
房区、兆麟街道，齐齐哈尔市梅
里斯区，大庆市肇源县城北社工
站，牡丹江市民安街道社工站代
表分享了经验。

会议指出， 在 2022 年初始
就召开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推进会议具有“开门红”的特殊
意义。 2021 年黑龙江省坚持高
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
推动，有序启动实施了社工站建
设“蒲公英”计划，年内已建成省
市县三级试点社工站 128 个，超
额完成年度 100 个试点社工站
目标。

全年召开社工站建设联席
会、动员会、推进会、座谈会 31
次，对外发布信息 541 篇，线上
线下培训人员 1.5 万余人次，建
立省级社会组织名录和督导人
才库， 全省社工服务机构新增
33 个， 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年新
增 3 个，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总量达 4.4 万人。

省市县（区）三级建站体系
基本形成，分级培训、督导、评估
体系初步建立。 各市地、县区民
政部门探索形成了“七个一点”
多元筹集资金，“培、建、留、转、
奖”社工人才培养，未成年人保
护站与社工站“两站合一”同建
双推，社区网格联动和嵌入式服
务模式，引入大型基金“借鸡生
蛋”等经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

引领作用。“蒲公英”已经成为龙
江社工站建设的品牌，在省内外
引起广泛关注，逐步融入全省经
济社会建设大局，得到民政部主
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会议强调，2022 年承上启
下，社工站建设将进入实质性服
务阶段，社工站建设总体思路是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民生
工作的批示指示精神为指导，以
加快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为核心，
把握基层经办能力增强、民政服
务质量提升两个方向，深入理解
和把握进度和质量、 搭台与唱
戏、眼前和长远三个关系，在组
织落实、能力提升、创新发展上
寻求新突破。

一是提高认识， 理顺关系，
进一步树立可持续的社会工作
发展理念。按年底不低于本地街
镇总数 40%确定社工站建设目
标任务，相比推进速度更强调发
展质量，各地民政部门要按城乡
区域差异，把握推进节奏，按基
层服务的现实需求， 定位社工
站购买服务的项目， 梳理服务
清单和绩效考核指标， 把社会
工作站建设成民政基层服务的
一线阵地，实现民政领域“老小
残弱”等惠民政策“最后一米”的
无缝对接。

二是把握重点， 持续发力，
加快融入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发展新格局。要进一步加强
组织领导，发挥好各级社会工作
联席会议综合协调功能，积极动
员各部门、各群团组织，社会工
作院校、社工协会、学会和媒体
等社会各方力量和资源优势，找
准社会各界参与社工站建设的
切入点和结合点，推动各方力量
共同参与，合力共建。 要全面提
升社工站建设能力，完善制度设
计，建立督导工作机制，强化绩
效评估工作，继续实施“蒲公英”
人才计划，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在建站模式、民政系统内部
资源整合、资金渠道多元化上进
行探索实践，持续扩大慈善与社
会工作的深度融合发展。在去年
启动试点已取得经验的基础上，
将以短视频等方式开展优秀社
工站、优秀案例评选，对优秀项
目和优秀社工予以表彰奖励。继
续开展龙江社工系列宣教活动，
扩大龙江“蒲公英”的品牌力量。

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 全省
各市（地）、县（市、区）民政局分管
领导和社会工作职能处室负责
人，各试点乡镇（街道）分管负责
同志及工作人员， 省民政厅社工
站建设专班成员， 各试点社工站
承接机构负责人，省慈善社工服
务中心、省社工协会、社工学会
代表共 1061 人参加线上会议。

（据黑龙江省民政厅）

黑龙江：
2022 年度全省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推进会议召开

云南：
昆明官渡区成立首家学校社工站
搭建“家校社”支撑体系

黑龙江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宏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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