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精神，推进《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贯彻落实，日前，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春生率调研组在北京市调研基层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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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
出台《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
具办法（试行）》、《关于支持和
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等
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标准， 着力
建立健全志愿者注册、培训、星
级评价、保险保障、志愿服务记
录与证明、 志愿服务组织培育
发展和身份标识、 志愿服务信
息数据归集等各项基础性制
度， 使志愿服务各项工作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制度化规范化
水平稳步提升。

三是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工作制度框架。 2012 年，民
政部等 19 部门出台《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1-2020 年）》，这是我国首
个社会工作国家规划， 绘制了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发展蓝
图；2018 年， 民政部等部门出
台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
法》，建立起了初中高级相衔接
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
打通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晋升
通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将
发挥社会工作作用纳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多部法
律法规， 发布多项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 基本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工作制度框架， 为推动

社会工作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慈善社工事业规模
不断壮大

一是慈善力量持续壮大。
截至目前， 全国登记认定慈善
组织超过 1 万家， 备案慈善信
托合同金额达 40 亿元。 慈善参
与渠道更加多元， 从设立基金
会到备案慈善信托、 提供志愿
服务不断拓宽。 捐赠形式更加
多样， 从捐钱捐物为主向捐赠
股权、 房产、 知识产权不断拓
展。 慈善动员能力不断增强，捐
赠规模不断扩大， 大额捐赠成
为常态。 2020 年我国慈善捐赠
规模超过 2000 亿元， 较 2012
年增长 155%。 参与方式更加便
捷， 特别是互联网慈善蓬勃发
展，成为慈善事业新的增长点，
通过互联网募捐的款项每年增
长率均超 20%。截至目前，30 家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累计
带动超过 510 亿人次的网民参
与，累计募集善款 350 亿元，人
人公益、随手公益、指尖公益渐
成潮流， 我国已成为互联网慈
善的全球引领者。

二是志愿服务队伍快速发
展。 民政部通过建设应用全国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推动志愿

服务组织培育和身份标识工
作， 指导各地建设志愿服务站
点， 倡导推广项目化运作、“菜
单式” 服务、“五社联动” 等模
式，不断夯实志愿服务平台。 截
至目前， 全国已标识志愿服务
组织超过 2.3 万家，全国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汇集志愿者队伍超
过 129 万支。

三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
伍已成规模。 截至目前，全国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已突破
160 万人， 其中持证人员突破
73.7 万人，分别较 2012 年增长
了 800%和 1360%， 特别是开通
了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 有效
促进了人才队伍结构优化和素
质提升。 以专业岗位开发、专业
机构培育、 服务站点建设为切
入点，开发设置了近 50 万个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成立了 1.5 万
余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为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就业创业、发
挥作用搭建了广阔平台。

引导慈善社工力量
服务党和国家大局

一是助力脱贫攻坚。 协调
有关部门出台企业扶贫捐赠所
得税税前全额扣除、 扶贫货物
捐赠免征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
策， 并通过搭建平台、 建立渠

道、畅通信息等方式，全面动员
引导慈善社工力量参与脱贫攻
坚。在脱贫攻坚期间，全国慈善
组织用于扶贫济困的支出年均
500 亿元左右， 广泛投入生活
救助、助医助学、文化扶贫、消
费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领域，
有效支持了深度贫困地区的脱
贫攻坚， 形成了慈善力量助力
减贫脱贫的中国样本。 2018 年
至 2020 年，民政部牵头举办的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连续三年聚焦脱贫攻坚， 累计
对接扶贫资源 200 亿元。 实施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三区”
计划，2013 年以来累计为“三
区”选派 8500 名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 受益群众达到 500 余万
人次。

二是助力疫情防控。 2020
年 1 月 26 日发布《关于动员
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公告》，《新闻联播》
予以播发，在全国范围内动员
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疫情
防控，引导慈善力量重点支持
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
区。 2020 年上半年，社会各界
捐赠资金 396.27 亿元、抗疫捐
赠物资 10.9 亿件， 全国 1000
多万名注册志愿者 、20 多万
名社会工作者投身疫情防控，

服务各类人群上千万人次，为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 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
用。 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慈
善组织积极筹集款物，广大志
愿者和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
社区防控，助力织密疫情防控
的“安全网”。

三是助力基层治理。 引导
慈善力量开展扶贫济困、 扶老
助残、恤幼救孤，搭建了社会公
众奉献爱心、服务社会、参与治
理的平台渠道， 传播了向上向
善的正能量， 促进了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 扎实推进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拓展
了社会工作者、 志愿者的参与
途径， 补充了基层民政服务力
量，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支持湖北实施社区与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
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服务
示范项目，在 210 多个乡镇（街
道）、社区开展专业服务，累计
受益人群 170 万人次； 在全国
开展“五社联动 情暖基层”为
民办实事活动。 截至目前，全国
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志愿服
务站 点覆 盖 率 整体 已 超 过
60%，建成乡镇（街道）社会工作
站 2.3 万余个，5.8 万名社会工
作者驻站服务。

（据民政部官网）

民政部在北京市开展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工作调研

（上接 01 版）

调研组一行以“四不两直”
方式深入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办
事处、 呼家楼北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 调研了解呼家楼街道夯
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 织密兜
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加强社
区疫情防控精细化管理等工
作， 以及在推进基层治理方面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听取有关
工作意见建议。 在呼家楼北社
区殷金凤工作室， 调研组实地
察看党建阵地、心灵港湾、多功
能厅等功能区， 深入了解呼家
楼北社区在创新基层党建、破
解社区治理难题， 以及不断强

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等
方面的情况。 在北京市委社会
工委市民政局召开的调研工作
座谈会上， 听取了市委社会工
委市民政局、 市委组织部等 5
个市直部门及石景山区、 昌平
区、朝阳区劲松街道、大兴区观
音寺街道等 4 个单位的工作情
况介绍。

近年来， 北京市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
精神，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高位
推动、改革创新扎实有序，法治

保障同步强化、 问题导向破解
难题，治理活力不断激发，保障
民生持续深入， 党建引领多方
共治的格局基本形成， 城乡基
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进一步增强。 北京市作为全
国首善之区， 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
层治理重要论述精神上来，扎
实推进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向更
高水平稳步迈进。 下一步，北京
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精
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北京民
政要在全国干得最好”的嘱咐，

一是努力在确保党中央、 国务
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
设决策部署的落实落地上走在
前、作表率，持续强化理论武装，
不断增强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进一步健全
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制度体系。
二是努力在实施“十四五”城乡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上走在
前、作表率，持续加大对城乡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力度，进一
步补足社区服务短板。加强民生
综合服务、 兜底服务能力建设。
三是努力在持续推进为基层减

负提质增效上走在前、作表率，
建立健全准入制和动态调整制
度以及村（社区）组织负担常态
化监管机制， 推动基层组织集
中精力做好带领发展、 推进治
理、为民服务等工作。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
区治理司、 北京市政府有关负
责同志，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
局、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
市委编办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还对西
城区广安门内街道、 核桃园社
区进行了实地调研。

（据民政部官网 ）

民政工作这十年·慈善社工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