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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一年以来，团綦江
区委从队伍管理、 提升效能、定
制项目等方面着手， 内挖潜力、
外整资源， 努力建设一支数量
足、能力强、有情怀的青少年事
务社工队伍，有力解决了基层工
作力量缺乏的问题，切实满足了
团员青年实际需求。

聚焦队伍管理
致力培养勇担时代重任的

奋进新人

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的打
造是团綦江区委从社会上选用
力量、 挖掘基层优秀青年人才、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方向。 对
此， 团綦江区委通过把好选拔、
培训、考核三道关，切实管好用
好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

针对社工规模如何扩大，团
綦江区委不断从社会中寻找资
源，通过广选拔，支持专兼职团
干部、青年社会组织骨干、志愿
者骨干等转化为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者，组织 1000 余名专兼职
团干部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2021 年考试过 220
人。 明确招考形式严格比照事业
单位，经笔试、面试、资格审核等
各环节严格筛选，从 150 余名持
证报考人员中最终选拔出 39
人。 要求最低服务年限为一年，
试用期双向选择，尽量保障社工
队伍的相对稳定。

队伍建立起来后关键是要
做好培育工作，打造一支素质过
硬的队伍。 团綦江区委书记谢琳
娜介绍道，“我们建设了以区委
党校为龙头、 各级团校为主干、
社会培训机构、区内高校为补充
的实训基地，构建了‘入职培训
与定期督导、区域化培训与集中
培训、 职业资格培训与实践教
育’相结合的培训体系。 定期开
展‘主题党日’‘主题团日’，从基
础团务知识、‘智慧团建’系统使
用、志愿服务岗位认领、青少年
权益维护等方面着手，致力建设
一支政治与业务并重，理论与实
践结合，能力强、有情怀的共青

团工作专业队伍。 ”
在考核方式上，团綦江区委

还不断创新评价形式，研究制定
了《青少年事务社工考核方案》
及其系列配套制度， 通过季度、
年度、聘期“三期”考核，对社工
德、能、勤、绩、廉方面进行全方
位量化评价，既突出实绩，也考
核素养，真正实现社工的精细化
管理。 同时，团綦江区委还注重
规划社工的成长路径，制定出台
《管理办法》，明确社工两年服务
期满，聘期考核合格且符合相关
条件的，通过组织推荐、考核考
察等方式，可在全区统筹调剂公
益性岗位。

聚焦提升效能
致力打造忠诚于共青团事

业的合格青兵

判断一支队伍好不好的前
提主要是要看作用发挥，为发挥
好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作用，团
綦江区委从三个方面着手，聚焦
提升效能，打造一支忠诚于共青
团事业的合格青兵。

首先是设置专岗，确保“有
人干事”。 对社会公开招聘的 39
名青少年社工， 根据社工专业、
特长、经验和爱好等进行整体分
工，设置青年服务、教育专干、青
少年维权、心理咨询、主题活动

等岗位，承担团委和基层两方面
任务，使之既能在“传帮带”中迅
速了解区级团委工作的基本情
况，也能迅速承担起基层的工作
任务。

其次是明确专职，确保“有
责干事”。 安排五名青年教育专
干专门对接协助学校、区级各部
门和街镇、非公企业、社会组织
团组织开展工作，五名青年服务
专干专门对接协助 21 个街镇团
委开展工作，29 名社工服务于村
社区青少年之家。 同时，每个社
工带一个青年社团、联系一个片
区（领域）、担任一个园区团工委
团建指导员， 构建起纵横交错、
全而不乱的社工参与、协助基层
团组织的工作格局。 在区精卫中
心、区 12355 平台、青年志愿者协
会等机构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具有实践经
验的青少年事务社工参与“西部
计划”，打造“以专业社会工作者
为主导、以志愿者为补充”的青
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模式。

最后是保障专薪，确保“有
钱干事”。 通过积极向区委、区政
府争取支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
作， 争取到民政局资金支持，以
购买服务等方式， 保障相关经
费。 建立起“基本薪资+绩效报
酬”的社工结构薪酬制，真正实

现以岗定薪、以绩定奖、按劳取
酬，同时保障“五险”等福利待
遇，形成有效激励。

在这样的制度保障下，团区
委组建了一支能干事、 想干事、
会干事的合格青少年事务社工
队伍，王露就是其中一员。 她在
大学毕业后，通过团綦江区委选
拔考试，加入这支队伍，目前主
要服务于沙溪社区青少年之家。

“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学知
识， 帮助辖区的困难青少年，帮
助孩子和家长构建和谐亲子关
系、健康快乐成长是我的日常工
作。 现在团区委还在全面推进社
区青春行动，我们青少年也切实
地参与到了社区治理中来。 我感
到现在的工作非常快乐，非常有
意义。 ”在一次志愿服务活动后，
王露向记者分享了她的工作感
受。

聚焦定制项目
致力挖掘贡献基层社会治

理的低调黑马

“聚焦党政中心开展工作、
定制项目，是发动青少年事务社
工队伍参与社会治理的首要途
径。 ”团綦江区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首先要做的就是紧盯大局需
求定项目， 积极参与县域治理。
聚焦区委中心工作， 招募了 100
余名志愿者，由社工带队，全程
参与创新创业大赛、招商引资等
赛事服务。 由社工分片区（领域）
发动，号召 2000 余名团员青年参
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疫情防
控、抗洪抢险、“冬日阳光温暖你
我”等公益活动。 由社工参与团
代表联络站，深入对接联系綦江
籍在读大学生，带动近 100 名綦
江籍大学生暑期返乡实习，引导
更多优秀青年学子心系家乡、服
务家乡。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文明
城区创建工作。 自开展文明城区
创建工作以来，每星期我们都会
常态化组织志愿者，到社区街头
清扫垃圾、拾捡烟头，到十字路
口劝导交通，到广场院坝为市民

宣讲文明城区创建、垃圾分类知
识。 现在，我真切地感受到大家
出行越来越文明，街边马路垃圾
越来越少。 看到家乡新的变化，
我感到成就感满满。 ”来自中建
二局长江大保护綦江项目部的
青少年事务社工熊柳向记者讲
述了他对参与文明城区创建工
作的感受。

“与此同时，我们也积极参
与社区治理，聚焦社区需求定项
目，深度参与社区建设。 ”团綦江
区委有关负责人解释道，“我们
通过坚持党建带团建，组织党员
社工与‘小红綦’青年志愿者共
同组成了 20 支青年突击队，常
态化向社区报到，全面参与社区
治理。 探索运用‘青年社会组织+
青年团干+青少年事务社工+青
年志愿者+社会力量’ 的工作模
式，深入开展乡村振兴、城市品
质提升、便民惠民、环境美化、关
爱陪伴、爱心物品发放等志愿服
务活动近 1000 场，解决社区居民
急难愁盼问题。利用 12355 平台，
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组织
开展‘关爱明天·普法先行’等普
法志愿服务活动 300 余场次，帮
助青少年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
法意识，两万余名青少年受益。 ”

“最后，还应该回到服务青
年这一工作主线，立足青年需求
定项目，探索政府购买服务。 我
们始终坚持以项目化定制的思
路开展青少年社会工作和服务
青年工作，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对接社会力量承接定制项目，探
索形成‘政府出资授权、专业机
构承接、共青团协调管理、专职
社工具体负责’的模式，努力形
成更多‘青’字号品牌。 ”该负责
人表示，通过打造“青春加油站”

“心·希望”“青春社团” 品牌，以
社工为桥梁，联合青少年活动中
心开展暑期托管、 军事夏令营、
家长课堂等活动，组织起社工队
伍参与定制配送 200 余次免费
课程、互动游戏、关爱活动，一万
多名留守儿童获益。

（据《中国共青团》）

重庆綦江：内挖潜力 外整资源
建设高素质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

“在以往，我们对社会力量、基层青年挖掘力
度不够，导致基层工作力量缺乏、开展工

作力度薄弱。 现在，我们大力推进青少年事务社工队
伍建设， 将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作为推进县域
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工作的有效途径， 作为充
实基层青年工作力量的有力抓手， 作为挖掘基层青
年优秀人才、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不断推
动团在基层工作力量有新突破、新发展。 ”团綦江区
委书记谢琳娜向记者介绍。

青少年事务社工参与文明城区创建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