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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完善“五社联动”机制
创新基层治理新格局 08 版

江苏：深化“五社联动”机制
建立健全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08 版

近日，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
民政局组织召开 2022 年全市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联席
会议暨基层社会工作服务平台
建设工作推进会。 会议提出，北
京将通过发挥联席会议机制统
筹作用，推动各领域专业社会工
作参与基层民生服务和社会治
理的融合发展。

会议指出，北京市将组织实
施优秀社区社会工作者优才培
养计划（“优才计划”）与街道（乡
镇）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区
社工站点建设相结合，引导优秀
社区工作者参与到基层社会工
作平台建设与社区服务管理实
践中，发挥社会工作在服务困难
群众、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
动员、优化服务供给等方面的专
业优势，进一步增强基层社会治
理和服务能力。

据介绍， 截至 2021 年年底，
北京市已有 920 家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专业社工人才 7.68万，持证

社工 3.91万；拓展了医疗卫生、司
法矫正、 禁毒和工青妇残等领域
社工队伍建设； 选拔培养了 121
名优秀社区社会工作者； 区、街
（乡）、社区（村）三级社会工作服
务体系逐步推进，初步形成“专业
社工+社区工作者”“一中心多站
点”“以所带站”等实践经验。

会议对北京市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发展建设提出了进一步要
求。会议强调，要做好社工人才三
年行动计划的制定工作， 加快建
设北京高水平人才高地， 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 明确把社会工作人才行动
计划作为配套文件， 纳入全市人
才工作整体规划； 要推动不同领
域社会工作发展， 继续发挥好市
联席会议的统筹作用， 为各部门
推动本领域社会工作发展链接资
源，提供支持、做好服务；要在形
成工作合力上发挥更大作用，进
一步完善优化市联席会议制度，
完善会商议事、资源共享、深化交

流等工作机制，在重点任务、难点
问题上集思广益，集智攻关，形成
部门工作合力。

此外，会议对推动社会工作
服务平台建设任务落实也提出
了具体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加强
基层社工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列
入党委工作重要事项，充分依托
党群服务中心等现有平台和场
所设置， 推动实现一体化运作；
发挥联席会协调机制作用，加强
对各部门在基层落地的社会服
务资源、项目、资金等进行整合
优化，推动站点共建，人才共育，
更好地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需
要；对民政系统内部所承担的社
会救助、养老、儿童、慈善、心理
等领域的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工
作成效最大化。

加快工作进度，各区在既定
建设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加
大自主建设力度，在确保建设质
量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社工站建

设覆盖率。
加强工作保障， 加强对社会

工作服务平台体系架构、 建设管
理、服务标准等方面的政策研究，
建立完善基层社工服务平台建设
工作的督导评估机制， 对服务开
展进行专业督导， 对工作绩效等
进行考核评估；依托社工站建设，
鼓励通过在社工站设置专业岗位
等方式，吸纳社区工作者、专业社
工到社工站工作， 进一步充实基
层社会工作服务力量。

加大资金保障，将社工站建
设资金列入各区财政部门预算，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同时，
建立资金投入的多元机制，吸引
社会资金投入， 解决资金缺口，
确保各项任务按计划推进。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
工作司副司长孟志强表示，希望北
京市能立足优势， 坚持首善标准，
在三个方面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要主动融入国家工作大局，
依托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带头

把中央对社会工作相关的任务
要求落实好，引导广大社会工作
者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困
难群众兜底保障、提升基层民政
服务能力和促进就业中发挥作
用、树立标杆，同时，要通过对口
帮扶、合作交流等方式，帮助其
他省市实现共同发展。

要依托社区服务基础扎实、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聚集的优势，
加强社区工作者能力建设，推动
社区工作和社会工作融合发展，
在加强社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
设、促进社区工作者向社会工作
者转化提升上为全国探索一条
行之有效的道路。

要发挥好部门合作基础扎
实、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联席
会议机制有效运转的优势，继续
推进社会工作全面发展，特别是
要在医务、教育、司法、社会心理
服务、 工会等领域实现突破，形
成各领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齐头并进。

北京：深化联席会议机制
联动推进城乡社区社工“优才计划”与社工站建设

打破“隔离带” 融入“朋友圈”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聚力保护涉罪未成年人 09 版

近日，昆明市官渡区召开官
渡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管理平
台培训会暨上线发布会，区社会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
官渡区各街道社工站参加此次
会议。 据介绍，今年 4 月 18 日中
共官渡区委社会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将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纳入“官渡区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管理平台”集中发布、管理
的工作方案》，经过试运行阶段，
该平台正式上线发布。

官渡区民政局副局长杨云
昆对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管理平
台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纳入
平台管理的项目范围、平台使用
的工作目标和内容提出了相关
要求。 平台开发及运维服务机构
技术人员对平台操作进行培训。
官渡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管理
平台的上线标志着官渡区社会
治理朝智能化、社会化、法治化、
专业化的方向更进一步。

促进社会治理智能化

自 2017 年起，官渡区向社会
组织公开征集各类服务项目，如
区委组织部发布党组织服务群

众项目、区委宣传部发布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项目、区民政局发
布社区营造项目、公益创投大赛
等各类项目，项目发布均依托本
部门宣传平台，较为零散。 为整
合官渡区全区资源，形成协调有
力的资金管理体制和规范高效
的项目管理机制，官渡区开发建
设了社会工作项目管理平台，
2022 已年通过平台发布社会组
织专业服务项目 30 余个， 购买
服务金额 590 余万元。 2017 年至
今， 官渡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600 余个， 金额达 8200 多万元，
为全面开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治理工作提供了契机。

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

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
平必须以人民为根本基础，以社
会动员为实现路径，以社会参与
为实践方法，以多元共治为根本
目标。 自 2017 年开展政府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以来，官渡区逐步
探索建立了“1+1+1+N”，即“社
区+社会组织+项目社工+社区
参与力量（社区志愿者、社区社
会组织）” 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联合申报模式，尤其注重挖掘社
区居民骨干，动员社区社会组织
力量参与，链接社区资源，充分
调动居民参与，项目管理平台设
置项目留言模块，加强公众对项
目实施的参与和监督，有效推进
官渡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

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

法治是推进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平台设置政
策法规模块，及时传达中央、省、

市、区有关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及
政策文件精神。 规范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是保障社
会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官
渡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管理平
台可实现资金动态监管，杜绝项
目重复申报。 平台设置社会组织
红黑榜， 对项目实施情况优秀、
社会信用良好和活动异常、项目
实施情况不合格的社会组织进
行张榜公示，起到警示作用。 各
购买主体通过在官渡区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管理平台上全面全

程公开政府购买服务有关信息，
做到信息透明化，主动接受纪委
监委、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查
和社会监督，有效提升官渡区社
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引导社会治理专业化

各相关部门、 街道社工站根
据年度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发布计
划， 在平台进行项目录入及项目
管理， 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规范管理流程， 包括项目征
集、路演评审、项目立项公示、项
目评估、 评估结果公示等项目管
理重要环节。 社会组织通过项目
管理平台录入项目实施动态信
息，实现多方信息共享，加强项目
透明化管理， 引导政府购买服务
向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通过官渡区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管理平台， 力争到 2023 年
规范项目实施流程，实现项目资
金动态监管，实时收集项目评价
反馈，实现项目信息共享、避免
资源重复浪费，从而真正实现官
渡区社会治理资金投放管理智
能化、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

（据官渡区民政局）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管理平台发布

昆明市官渡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管理平台培训会暨上线发布会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