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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年
末， 基本建成与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广覆盖、高质
量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更加完善， 服务
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
便民利民服务、 志愿互助服务
有效衔接的服务体系更加完
善 ,城乡社区为民、便民、安民
服务功能不断强化， 服务智能
化水平显著提升，专业化、职业
化的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更加
壮大， 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
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方案》多处提及社会工作。
在“提升城乡社区服务效能”方
面，根据需求，设置政务服务、党
群活动、养老护幼、协商议事、文
化体育、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综
治警务、消防站点、应急救助等
功能区，促进各类服务设施功能

差异互补。
在“创新城乡社区服务机

制”方面，其中提到，建立“五社
联动”机制。以城乡社区“两委”
为主导， 发挥社区的基础平台
作用、 社会组织的资源链接作
用、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支撑作
用、 社会公益慈善资源和社区
志愿者的支援辅助作用， 推动
“五社”互联互动，不断提升城
乡社区服务成效。引导服务性、
公益性、 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
广泛参与社区服务， 培育一批
品牌社区社会组织和服务项
目。 引进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设置社区社会工作点（室），
协同社区“两委”在优化社区服
务、解决社区问题、培育社区文
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提供
专业服务。

在“加强城乡社区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方面，《方案》提出，将

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纳入城乡
社区者工作培训应知应会内容，
支持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和学历教育等，
对获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资
格的给予津贴。

《方案》要求，建立社区“能

人库”，挖掘和培育党员、村（居）
民代表、楼栋长、社区各类组织
带头人等社区骨干力量，加强城
乡社区法律顾问、 心理咨询师、
社会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社区
教育人员、家政服务人员、社会
体育指导员等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促进各类人才投身城乡社区
治理和服务。 加快实施城乡社区
“法律明白人”培养计划。 加强社
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配备
社区心理辅导人员或专业社会
工作者，开展宣传教育、心理疏
导和危机干预。

江西：

发挥社会工作者
专业支撑作用

8 月 25 日， 深圳市龙岗区
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至诚社工中心”）理事长甘照
寰一行为深圳人民银行送来一
面写着“先行示范开新河 心系
社责破困局”的鲜艳锦旗。 甘照
寰表示，他代表至诚 800 多名社
工向深圳人民银行赠送锦旗，以
表达对深圳人民银行带领金融
系统在助企纾困方面积极作为
的感激之情。

社会工作组织作为非营利
性民办非企业，长期以来是金融
授信支持的空白地带。传统授信
审批模式高度依赖盈利能力判
断贷款主体的偿债能力，使得商
业银行难以对非营利社工组织
进行授信准入，融资难问题较为
突出。 同时，由于社工组织等民
办非企业不以营利为目的，商业
银行对其授信评级普遍不高，按
照风险收益定价贷款利率一般
较高，融资贵问题也较为突出。

2020 年以来，社工组织为抗
疫复工复产和保障社会基层治
理组织高效运转做出贡献，但也

同样面临疫情带来资金链紧张
的发展困局。至诚社工中心是深
圳开展深入社区稳企业保就业
工作过程对接的一家代表性社
工组织。 在持续两年多的对接
中，深圳人民银行组织银行对其
经营模式不断思考，改进工作方
法， 为该中心解决了“首贷”和

“续贷”难题。
至诚社工中心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以专业社工为骨干开
展公共服务与社会公益服务的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服务覆
盖龙岗、宝安、龙华、福田、南山、
大鹏等区域， 自 2018 年以来连
续三年在深圳市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绩效评估中获评优秀社工
机构。

2020 年 10 月， 深圳人民银
行在组织银行走访中了解到，该
中心由于疫情以来抽调社工至
抗疫一线，导致其原项目进度延
期，项目回款延迟，甚至一度出
现员工工资发放困难，融资需求
较为迫切。 了解情况后，深圳人
民银行第一时间指导参与“深入

社区政银企对接专项行动”的商
业银行围绕相关问题研究政策，
创新思路，破局授信难点，先后
组织多家银行与至诚社工中心
进行五次对接。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普惠部
负责人谈道，尽调显示，至诚社
工中心年度项目金额超过 5400
万元，还本付息是有保障的。 虽
然他们较少接到非营利社工组
织类主体的授信需求，但他们创
新普惠授信方案，突破传统授信
审批思路和风险偏好，放宽主体
准入支持，兼顾社工组织的公益
服务特点和政府采购的回款保
障，以“政采贷”模式切入，在四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给予至诚
社工中心 500 万元信用贷款，并
享受普惠小微贷款利率优惠。

2022 年 6 月，深圳人民银行
在对至诚社工中心回访中了解
到，经过两年发展，该中心规模
已扩大，用工人数由疫情之初的
600 多人发展到 800 多人， 年营
业收入也增长至 8000 万元。 中
心规模的扩大对于资金周转需
求进一步提高，续贷成为困扰中
心的一个难题。甘照寰表示，“我
们与政府部门的结算是定期的，
但社工工资发放不能等，原来的
贷款快要到期了，最紧张的时候
我都想过用个人名下的房产抵
押先垫付工资。 ”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
杨立文表示，“深圳人行带着我
们，认真研究社工组织面临的续
贷难题，提出解决方案。 结合该
社工组织前期良好的履约纪录，
我们为其办理续贷，并对延期还
本付息和授信额度续批开辟‘绿
色通道’， 大大缓解了他们的资
金周转难题。 ” （据人民网）

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发布《河南省“十四五”城乡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要求高质量建设城
乡社区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更高生活品质新期待。

《规划》对进一步发展社会
工作提出了详细要求。 据介绍，
截至目前，河南省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达到四万余人，其中持证社
会工作者 1.42 万人，民政部门登
记社区社会组织 1.5 万个， 注册
志愿者 1450 万人。

在“完善城乡社区服务格
局”方面，《规划》提出，完善社
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激励政
策，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区社
会组织为支撑、 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为保障、 社区志愿者
为补充、 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
支持的“五社联动”服务机制。
完善社区组织发现居民需求、
统筹设计服务项目、 支持社会
组织承接、 引导专业社会工作
团队参与的工作体系。

《规划》要求，加强城乡社

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加快建
设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 完善财政支持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政策， 实施社会
工作百千万强基优才工程。 完
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建立健
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教育培
养、使用评价、激励保障机制，
实施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和督导
人才培养、 社区社会工作人才
培养、社会工作管理素质提升、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
社会工作专家服务基层六项专
项计划， 加强党政干部社会工
作知识培训、 社会工作考试培
训、社区社会工作专题培训。

《规划》明确，力争到 2025
年，培养培训不少于 100 名社会
工作领军人才、1000 名社会工作
专业督导、10000 名社会工作管
理者、10 万名社会工作者， 实现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全覆盖、
村（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全覆盖、
重点领域社会工作服务基本覆
盖，构建梯次衔接、分层分类的
社会工作人才发展格局。

创新授信思路
深圳破解社工组织首贷难题

河南：
力争到 2025 年培养 10 万
名社会工作者

■ 本报记者 皮磊

深圳市龙岗区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甘照寰一行为深
圳人民银行送锦旗

■ 本报记者 皮磊

为加快全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城乡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江西省贯彻落实“十四五”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