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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是落实民政部加
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
建设 2022 年年中交流会议精神
和山西省民政厅党组关于推动
全省社工站建设工作有关要求
的具体举措。会议传达了民政部

慈善社工司和社会救助司相关
领导的讲话，并对下一步全省社
工站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议总结了当前山西省社
工站建设的基本情况。 目前，山
西省共有 68 个县（市、区）的 612

个乡镇（街道）挂牌成立社工站，
提供基层社会工作岗位近 950
个，全省服务总人数超 15 万人，
开展个案服务 1600 余个， 开展
社区活动 300 余个，动员社区社
会组织 269 家，新培育社区社会

组织 49 家， 联动志愿者 6700
余人，链接慈善等社会资源款
物折合约 121.4 万余元。

会议指出， 各地在补充

社工站建设经费、探索社工站建
设模式和提升社工站建设标准
上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取得了
很好的成效，但也需要在如何利
用社工站平台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如何把握社工站建设的节
奏和步骤、如何精准围绕民政服
务对象开展服务等方面提升社
工站建设质量。

会议指出， 下一阶段社工
站建设要重点抓好三方面工
作， 一是要主动争取党委政府

领导的工作支持， 二是要加大
示范站点规范化建设力度，三
要持续推动社工站扩面建设工
作。 各级民政部门不仅要提高
认识更要更新观念， 不仅要坚
定决心更要满怀信心， 不仅要
稳扎稳打更要示范先行， 不仅
要瞄准专业更要党建引领，实
现年度社工站扩面工作任务圆
满完成， 用优异的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山西省民政厅）

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社
会福利中心康复区内， 老陈在
为女儿做完康复按摩后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 老陈之所以能一
边照顾女儿一边工作， 是因为
前段时间南靖社工帮他解决了
一件“心头事”。

老陈是南靖县船场镇人，
女儿小陈（化名）2016 年怀孕期
间突发脑出血导致全身瘫痪，
其间多次手术治疗，花费巨大，
原本困难的家庭生活雪上加
霜。 2018 年，老陈的妻子因癌症
去世， 留下老陈独自担起照顾
女儿的责任。 因女儿瘫痪长期
卧床，老陈无法外出工作，家庭
失去经济来源， 父女二人仅靠
每月低保金勉强维持生活。

南靖县乡镇社工站成立
后， 船场镇社工站站长简盛水
在带领驻站社工进村开展日常

“政策上门”走访过程中，了解
到老陈家情况后， 通过入户探
访对老陈一家进行了需求评
估， 发现老陈家庭符合特困人
员标准， 马上协助老陈一家申
请了特困救助。

老陈今年 64 岁了， 每天都
要给女儿进行翻身、按摩、插鼻
食管。 考虑到老陈年纪越来越
大，体力跟不上，为了能让女儿
得到更好的照护， 船场镇社工
多次和老陈沟通交流， 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将女儿送至县社会
福利中心， 由专业护工照护并

进行康复训练。 鉴于老陈有多
年照顾女儿的经验，且具有较为
丰富的护理技能，船场镇社工站
在县、 镇民政部门的协调下，为
老陈在九如城南靖康养中心申
请到了一份保洁工作。 这样老
陈不但能继续陪伴在女儿身边，
又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心
头事”。

解决老陈的“心头事”，只是
南靖县民政局发挥“5+N”模式
联动的一个缩影。 借助这一模
式，民政部门能够在社区凝聚更
多力量，发挥社会工作者专业服
务优势， 不断加强对特困对象、
低保对象、 残疾人、“三留守”人
员、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开展走
访入户、政策宣传、关爱扶助、心
理疏导、社会融入、社会支持等
活动；引导广大社区志愿者汇集
社会慈善资源，通过社区平台和
组织化建设，有效回应群众多样
化需求，切实让党和政府的惠民
政策落到实处，不断筑牢民生保
障底线。

2021 年年底，南靖县 12 个
乡镇全面启动运营社工站；同
时，设置一个县级指导中心，配
置全职社工 14 名，由漳州肯纳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进行运营。 自项目
启动以来， 运营方根据合同约
定，在南靖县民政局的指导下，
以不断充实基层民政专业服务
力量为宗旨， 运用社会工作服

务专业力量，采取“5+N”模式
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一
米”，县镇民政部门、社工站、社
会资源、 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等
构成“5”，即“五社联动”；在服
务弱势群体时， 充分发挥社会
工作在整合资源、 社会倡导方
面的优势， 不断扩大和增强社
会大众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度，

“N”个或“N”类社会力量参与
的社会关爱行动便应运而生，
共同构成了关爱弱势群体的社
会合力。 社工们用实际行动践
行“助人自助”宗旨，得到广大
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不仅使社
工的社会知晓度得到提高，同
时也让社工成为群众身边的

“贴心人”，“有困难找社工”成
为现实。

乡镇社工站自运营以来，曾
遇到常态化社工站服务与突发
疫情交织，社工们与基层民政干
部共同面对，同心抗疫，为民政
服务对象撑起一片蓝天。 日前，
社工站已整合优化了两支志愿
者队伍，社工与志愿者共同参与
服务共 260 人次，链接社会组织
12 家，汇聚社会资源 5 万多元；
开展特殊群体入户探访 1633 人
次； 运用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
开展各类社区活动和专题宣传
培训社会倡导共 25 场。

乡镇社工站的建立，已成为
民政服务补短板、强基础、聚合
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近日，黑龙江省民政厅组织
召开 2022 年度全省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年中推进（视频）会
议，全面贯彻落实民政部加强乡
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2022 年年
中交流会精神， 总结全省乡镇
（街道）社工站建设经验做法，研
究部署下一步加快推进社工站
建设目标、任务及推进措施。

黑龙江省民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董濮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
要树立“大民政”理念，创新推进
社工站融合发展，用心用情用智
用力服务保障民生。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民政部总体
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着
力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核
心价值理念。强化部门联动和内
部协同，形成资源整合、系统集
成的建站模式。 持续拓展“社工
橙+未保绿”双站模式，不断融入
救助、养老、助残等更多民政服
务内容，联合多部门在更广泛领
域落实、 应用和发展社会工作。
积极推进“五社联动”，提升民政
基层服务能力。推动社工站更加

全面融入“一老一小”“一残一
困”基层社区治理等工作，形成
“上面五条线（五社联动）”“落地
一张网（社工站）”“服务基层民
政工作一盘棋” 的良好局面，把
社工站打造成壮大民政基层力
量、落细民政基层服务的重要阵
地。 充分发挥社工站作用，推动
民政服务转型升级。 加快建站
步伐，挖掘新增就业岗位潜力，
助力稳岗就业； 坚持社会工作
专业化理念，进一步拓展督导成
果运用，积极开展陪伴式督导服
务；加强品牌塑造，将“社工橙”
打造成民政部门服务百姓的靓
丽“名片”。

会上，哈尔滨市、牡丹江市、
鸡西市、鹤岗市、绥化市作交流
发言，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社
会事务处、儿童福利处分别就社
工站建设进行工作部署；省社会
工作协会对省级试点社工站建
设专业督导工作情况进行了通
报。 黑龙江省民政厅机关各处
（室、局）主要负责人，各市（地）、
县（市、区）民政局有关负责人，
各地社工站相关人参加会议。

（据黑龙江省民政厅）

黑龙江：
推进社工站融合发展

福建：发挥“5+N”模式优势
南靖社工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山西：
进一步推动全省

社工站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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