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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该学院是福
建省首个“政、校、社”合作共建
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专门学院。
接下来，晋江市将以培养理论厚
实、实操优秀、创意活跃的社工
人才为宗旨，努力把学院办成高
质量有特色的社工人才培养学
院。 学院将按照开辟高校学生选
修课程和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
并举的思路，一方面引导高校学
生了解和选修社工专业课，并统
筹专业社工机构，为学生提供实
习和工作岗位；另一方面，针对

一线社会工作者，将采取灵活的
模式，开展分领域分层次的继续
教育培训，打造满足不同发展路
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体系。

“在培育载体上， 将采取线
上+线下模式， 把理论知识性内
容，通过线上的形式，供学员利用
碎片化的时间来灵活学； 针对实
务技能训练， 我们通过线下现场
教学， 帮助学员在最短的时间内
学以致用。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模
式，全面助力社工人才的成长，促
进晋江市社会工作创新发展。 ”晋

江市民政局副局长张连侨表示。
据悉，目前晋江市持有社会

工作职业水平证书者达 1463
人，民办社工服务机构 21 家，专
职从业人员近 400 人。 其中，高

级社会工作师四名，“中国十大
青年社工领袖人物”一名、“中国
十大社工人物”一名、“中国百名
社工人物” 五名、“中国最美社
工”七名、省级优秀社工三名、泉

州市级优秀社工 13 名； 中国年
度百强社工机构一个，省级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基地两个；累计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达 1.06 亿元。

（据中国经济网）

记者从广州市民政局了解
到， 为进一步推动广州市社会
工作“双百工程”建设，高标准
高质量落实省民政厅等五部门
关于加强“双百工程”督导工作
任务要求， 广州市民政局日前
举行“广州兜底民生服务社会
工作双百工程” 督导中心启动
仪式。 该督导中心将为开展兜
底民生服务的双百社工站提供
专业服务指导、支持。

“双百工程”建设
步入新阶段

今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将
“双百工程”列入省“十件民生实
事”，写入《2022 年广东省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方
案》，纳入乡村振兴重要政策法
规和重点考核指标。

广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督导工作是实施“双百工
程”的重要一环，是确保社工站
服务兜底民生的关键。 组建督
导中心是落实“双百工程”督导
工作的重要保障， 是广州市民
政部门加强社工站规范化管理
建设的重要抓手， 对持续推进
广州社会工作健康有序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 督导中心的成立，
标志着广州市社会工作改革创
新迈进了新阶段。

据悉， 广州市民政局高度
重视督导中心建设工作， 多次
开展专题研究、紧密部署，切实
发挥督导作用， 努力提升社会
工作服务水平。

建立市、区两级督导机制

该督导中心有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省、市有关要求，目前

已组建一支由 36 名专职人员督
导、七名管理人员构成的督导工
作队伍。 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
由市督导中心对全市督导工作
进行统筹安排，其中管理人员负
责全市专职督导人员的聘用管
理、培训激励、监督考核及管理
制度订立、督导规范制定、督导
成效评估等统筹管理工作。

按照每 5-8 个社工站配备
一名专职督导人员的标准，全市
176 个镇（街）社工站共配备 36
名督导人员。 督导人员立足镇
街、 深入村居开展实地协同督
导，在陪伴社工开展服务过程中
传授专业知识和技巧，落实督导
工作任务。同时，在全市 11 个区
设立区督导小组，每个区督导小
组设一名督导组长统筹全区督
导工作； 将全市 11 个区划分为
四个区域，每个区域指定一名管
理人员作为区域负责人，统筹管
理区域督导工作，从而建立市督
导中心-区域小组-区督导小
组-专职督导人员的市、区两级
督导协调工作机制，全面发挥督
导在培育社工、发展专业、提升
服务水平等方面的作用。

加强督导人员岗前培训

启动仪式当天， 中山大学社
会学与社会工作教授张和清应邀
授课，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
践探索———以“双百”为例和协同
督导、行动研究、成人继续教育模
式及其操作方法两大内容， 为督
导中心全体人员进行了深入、系
统的岗前培训。 7 月 18 日至 19

日，广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社
会救助处、社会事务处、儿童福利
处、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
等有关处室业务负责人、 市社会
工作协会负责人等， 为全体督导
人员开展民政领域困难群众服务
政策解读培训、 督导中心规章制
度及实务工作手册解读、“双百工
程”政策文件等全方位培训。

据悉，广州市目前已在全市
镇（街）建立 176 个“双百工程”
社工站、2807 个村（居）社工点，
配备 7000 余名社工， 基本实现
全市镇（街）社工站、困难群众和
特殊群体社工服务 100%覆盖。

同时， 广州依托社工站在全
市范围内开通 236 条广州社工

“红棉守护”热线，为困难群众提
供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
等服务。 今年 4月以来，广州市累
计投入接线服务社工两万余人
次，保持热线 24 小时畅通，服务
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15 万余人
次， 组织解决基本生活物资保障
及心理情绪等问题三万余个。

此外，各社工站积极配合镇
（街） 疫情防控三人小组参与重
点人员流调、 大规模核酸检测、
需求排查等社区防控工作，提供
紧急援助、资源链接、心理疏导
等线上线下服务，今年上半年广
州全市社工站累计服务群众
1200 万余人次。

（据《南方都市报》）

近日，海南省民政厅在临高
县召开 2022 年海南省社会工作
服务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议。会
议总结了 2021 年以来海南省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情况，部署
了 2023 年-2025 年社会工作服
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协同推
进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更
好地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会议指出，2021年以来，在海
南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下，经
过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的共同努
力，全省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站
142个，400多名专职社会工作者
为群众提供社会工作服务。 海口
市、临高县先行探索，在市县层面
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
在乡镇(街道)设立社工站，在村
(居)设立社工室，建立了三级社会
工作服务体系;三亚市首创精神康
复专项社工站， 深化特殊人群服
务;五指山市自主探索设立全省第
一个农场(改居)社工站。

会议要求， 各市县各部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第八
次党代会精神， 从三方面推进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拓宽
资金渠道， 各市县要建立资金多
元化投入机制， 将社会工作服务

体系建设运行经费纳入政府财政
预算， 并积极协调从社会救助专
项经费中按比例统筹。 二是壮大
社工人才队伍，通过人才评价、人
才培育、人才使用、机构建设等四
方面发力，建设一支扎得下、留得
住、用得上的本土社工人才队伍。
三是聚焦民政主责主业， 强化精
准服务，把困难群众生活、“一老一
小”服务保障放在第一位，把社会
工作服务平台打造成为民政基层
服务的重要阵地。

会议强调，社会工作服务体
系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各
市县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充
分理解社会工作在营造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
作用。把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民
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同配合
的跨部门合作机制，形成资源整
合、系统集成的推进合力，共同
推进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

（据海南省民政厅）

海南：已建成乡镇(街道)
社工站 142 个

广东：
广州成立社工“双百工程”督导中心

福建：首个政校社合作共建社会工作学院成立

泉 州 职 业
技术大学社会
工作学院暨晋
江社会工作学
院成立仪式

近日，由晋江市民政局、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晋江市社
会工作协会三方携手共建的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社会

工作学院暨晋江社会工作学院揭牌成立。 当天还举行了学院
高级顾问、名誉院长、院长、监事长、执行院长、副院长、特聘专
家、客座教授聘任仪式，以及暑期社会工作实践队授旗仪式和
晋江社工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