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多措并举推动社会工作发展

社工站是民政工作在基层
的延伸拓展， 围绕社会救助、儿
童关爱、养老服务、社区治理、社
会事务五大领域 29 项社会服
务，广大社工站积极开展帮困扶
弱、情绪疏导、关系调适、增能赋
权、资源链接、社会融入等方面
的服务。

据介绍， 近年来河南省社工
站累计服务群众 345 万余人次，
其中服务困难群众近 60万人次，

入户走访 11万人次，开展个案服
务 3527 个， 组织社区活动 8301
场， 参与人次超过 80万人次，为
推动河南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蓬勃生机。

此外，河南省民政厅积极推
动民政、教育、医疗、司法、信访、
应急、退役军人服务等社会工作
重点领域设置社会工作岗位，配
置社会工作人才；民政事业单位
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工作在全国

民政重点工作综合评估中受到
民政部通报表扬。

在加强表彰激励方面，河南
省民政厅将社会工作人才纳入
“河南省慈善奖”表彰范围；郑州
市 134 名社工督导为全省培育
培训社工人才；鹤壁市评选“社
工之星”，给予表彰、发放奖金；
漯河市开展“寻找最美社工”活
动，16 名候选人从全市 173 名社
工中脱颖而出。

近日， 天津市首批建设的
53 个街道（乡镇）社工站和 12
个区级指导中心进入项目结项
阶段， 各区指导中心大部分已
完成本区社工站结项评估工
作， 市民政局与市社工站建设
指导中心将联合对区级指导中
心进行评估。

据介绍， 天津市社会工作
通过“五社联动”的方式为基层
社会治理赋能， 始终坚持以社
区为阵地， 以项目化运行为路
径，输入并促进“五社”，即社
区、 社会工作者、 社区社会组
织、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
资源之间互联互动， 进一步探
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整合现有基础资源
为基层培育“五社”要素

近年来， 天津开展大量社
会工作实务， 吸引社会组织参
与社区治理。 和平区、南开区、
西青区通过孵化培育扎根基层
的社会组织、 召开项目资源对
接会等多种渠道发现、 引进优
质的社会组织资源， 把问题与
需求作为社会组织助力基层社
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同
时，天津坚持党建引领，号召社
区党员志愿者、 党员社工参与

社区建设与治理，探索“党员+
社工+志愿者+N” 的工作模
式， 推动服务项目与基层党组
织有机融入、 党建工作与专业
服务有机结合。其中，基层社区
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动员社
区志愿者、 吸纳社区公益慈善
资源、 培养社工人才发挥基础
平台作用。

为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建设，天津不断完善政策措施，
加大制度的宣传贯彻执行力
度，市、区、街建立三级社会工
作人才培养计划和人才资源
库；开设“薪火计划”社会工作
人才训练营、“社区工作者精品
培训班”“全科社工培训计划”
等，以嵌入、融合的模式培养一
批专业人才； 发布社区公共服
务、公益创投、街道社工站等政
府购买项目， 以项目带人才招
录一批专业人才； 鼓励街道创
新形式， 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
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开展“掘
星计划”，深挖社区带头人提升
一批专业人才。

以社区为阵地
促进“五社”与项目融合

工作在社区做实，活动在
社区开展， 服务在社区落地。

通过社区公共服务、 公益创
投、街道社工站等政府购买项
目，天津以社区优势资源要素
为突破口，促进“五社”与项目
的融合。

为保障项目合法合规、顺
利落地，天津市民政局修订了
《社区公益专项补助经费管理
使用办法》， 明确以政府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支持社
区公益项目的开展；制定出台
《社区公益专项补助经费购买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和志愿服
务运营项目操作指引》《天津
市承接街道（乡镇）社工站运
营项目设计与质 量 管 理指
引》，为区、街、社区购买社会
工作专业服务和志愿服务运
营项目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
实施专项行动，以优秀社区服
务项目执行社工为对象，通过
陪伴式服务、 普适性培训、私
教式督导，提升社区工作者项
目策划和实务操作能力。

下一步， 天津还将培育一
批服务项目示范案例， 建立专
业培训、督导、评估体系，促进
社工服务、志愿服务、社区社会
组织活动协同开展， 传递慈善
资源，实现“五社”与项目的深
度融合，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据天津北方网）

近日， 荆州市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市民政局联合出
台《荆州市社会工作人才发展扶
持激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着力压实社会工作人才引进、培
养、使用、管理、评价、保障等环
节， 切实发挥社会工作人才在社
会治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推动
全市社会工作行业向专业化、精
细化、职业化、本土化发展。

《办法》扶持激励的对象是
通过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考试，在荆州市社会工作服务领
域提供社会工作服务，且近三年
内未出现违法、重大违纪、违背
职业操守、违反行业管理规范等
问题的社会工作人才。

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包括社
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
区建设、婚姻家庭、精神卫生、残
障康复、优抚安置、教育辅导、就
业援助、职工帮扶、犯罪预防、禁
毒戒毒、矫治帮教、纠纷调解、应
急处置、老年人服务、妇女儿童
服务、青少年服务等领域。

《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4 日
实施，有效期三年，激励措施涉
及考证、“最美社工”评选、行业
先进表彰、继续教育培养、实习
等五个方面。

考证激励方面，对 2022 年及
该办法实施有效期内考取社工
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工作人才，
自资格证书核发之日起一年内
可申请助理社会工作师（初级）

500 元、社会工作师（中级）1000
元、高级社会工作师 3000 元的一
次性扶持资金，职业资格等级晋
升时可申请差额补助。

“最美社工”评选激励方面，
将全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优秀
社会工作人才择优评选为荆州
市“最美社工”，并给予 2000 元的
一次性扶持资金，原则上每三年
评选一次。

行业先进表彰激励方面，对
获得国家、省级民政部门或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颁发或授予的社
会工作类表彰的荆州市社工人
才个人，分别给予国家级荣誉称
号 8000 元、 省级荣誉称号 3000
元的一次性扶持资金。

实习激励方面，对全市全日
制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社会工作
专业的大学四年级学生，民政局
配合院校做好实习安排工作，推
荐至民政服务机构、 社工机构、
社工站、 社区等单位实习实践。
对毕业后在荆州市社会工作服
务领域就业一年以上的，可申请
2000 元的一次性扶持资金。

继续教育培养激励方面，市
县两级民政部门将社会工作专
业培训纳入年度工作安排，为社
会工作人才免费提供教育培训，
不断提高社会工作人才的理论
水平和实务能力，培养一批实务
技能过硬、管理能力突出、督导
能力出色的社工人才队伍。

（据《荆州日报》）

� � 2022 年 4 月，河南商水县东城社工站联合县公安局、县东城街
道办事处 、县民政局社会服务中心等部门 ，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宣传
活动（图片来源：《周口日报》）

天津：首批社工站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为基层社会治理赋能

湖北： 荆州市出台社会工作
人才发展扶持激励办法

近年来，河南省民政厅按照“省市规划、县级建设、乡级管理、服务村（居）”
的工作思路，推动各级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社会工作站建设，形成以基层

社工站为依托的县、乡、村三级社工服务体系，夯实基层民政力量，提升基层治理
水平。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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