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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支持社会组织发挥基层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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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市武
昌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社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加
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核心，以
“五社联动”机制为指导，以搭建
公益资源发展平台为重点，积极
探索“区-街-社”三级社会工作
服务体系， 不断强化社区建设，
支持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
挥积极作用。

构建三级服务体系，强
化“五社联动”平台支撑。

一是完善政策制度。 2015 年
以来，武昌区从顶层设计、制度
建设、人才建设三个维度，先后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关于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实
施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推进三社联动的实施意
见》《关于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引导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工
作方案》《关于规范街道购买社
区社会组织服务的指导意见》等
政策文件，与省标准化与质量研
究院开展《城市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要求》标准化研究合作，在推
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中，主
动嵌入社工及社会组织，为社会
组织长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
度保障和科学标准。

二是构建服务体系 。 2021
年，武昌区以“五社联动”机制为
指引，建立了“区-街-社区”三级
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在区级层
面，依托“社创谷”区级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成立了“区级社会组织
（社工）服务指导中心”，建立了
由 11 个部门政策专家、 社工实
务专家和其他专业领域专家组
成的专家库，为社工服务提供专
业保障；组建由全区近两百名专
业社工和近八百名持证社区工
作者构成的社工人才库，以体系
化继续教育推进社工专业能力
提升， 畅通社工职业发展通道，
保持人才队伍稳定；建立慈善资
源库，开通“支持社工帮扶贫困
人员”慈善资金通道，汇聚社会
慈善资源， 发挥慈善资源池效
应，为社工开展扶困济弱服务提
供资源保障； 通过举办武昌区
“五社联动”服务资源对接会，吸
纳百余社会组织 179 个社会服
务项目建立项目库，促进社会服
务供需双方协作，进一步推动社
会服务项目贴近人民实际需求。
在三级服务体系的支持下，武昌
区不断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推动“五社联动”机制建设、发挥
基层民政服务的平台功能，按照
“有场地、有人员、有功能、有制
度、有活动”标准建成街道社工
站 14 个， 社区社工室 142 个，覆
盖率为 100%。

推动组织能力建设，聚
合“五社联动”参与力量。

提升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平，
加强社会组织内部治理能力，是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
重要基础。

一是发挥区级社会组织孵化
平台枢纽作用，激发组织活力。 自
成立以来，区级社会组织孵化平台
累计为 50余家社会组织提供免费
办公场地和设备，平均每年为社会
组织提供线上直播， 线下活动 70
余场，组织培训万余人次，开展行
业标准研究、人才赋能、资源整合，
品牌推广等支持性服务。 同时，为
拓展社会慈善资源，打造良性的资
源互动环境，2014年至今，武昌区
有效运用慈善资金，连续九届投入
900 余万元开展公益创投， 支持
200 余家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服务
项目近 300个， 培育一批有活力、
有公信力、有品牌影响力的优秀社
区社会组织，为基层治理发展注入
活力。

二是激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
治理内生力量，发挥集群效应。为
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有效
路径， 武昌区指导建立了 2 个街
道级社会组织孵化园，2 家街道
级社会工作联合会，14 个街道社
会社工站，142 个社区社工室，依
托社工的专业力量， 链接社区慈
善资源， 激发社区志愿者社区参
与意愿，提升社区自治组织能力，
有效助力街道社区在“五社联动”
推动基层治理方面的探索实践。
2017 年，南湖街道成立全省首家
街道级社会创新中心， 为注册组
织提供“资源对接+专业支持”服
务，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以“了不
起的居民” 志愿服务众筹大赛为
抓手，倡导居民事居民提，聚焦小
区居民实际需求， 以点带面促进
社区社会组织向不同服务方向衍
生发展， 形成中央花园社区张淑

静工作室、华锦社区巧姐姐、新就
业群体服务驿站等特色品牌。 在
协助社区建设，推广社区文化，帮
助困难群体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 推进社区居民共融共
建共治共享。

回应民政兜底需求，实
践“五社联动”治理作用。

为回应基层需求和人民关切，
健全完善救助帮扶体系，武昌区以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在全区 14
个街道开展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救
助服务。运用区级层面“专家库、人
才库、资源库和项目库”为给社工
开展救助服务提供有力支持，并在
街道层面联动相关部门建立“综合
研判”机制，动员持证社区工作者
参与到社会救助的整体工作中，实
施温暖救助、精准救助。

一是从单一救助转向多元帮
扶，丰富救助服务内涵。多数社会
救助对象所面临问题的不仅体现
在经济方面，同时在生活照料、心
理关怀、资源拓展、能力提升、社
会支持等方面也有迫切需求。 社
区低保户陶某因手术大出血而成
为植物人，依靠年迈的父亲照顾；
孩子上初三， 成绩不好， 升学无
望。由于生活窘迫，且缺乏改变的
希望， 祖孙三人都表现出消极麻
木的生活状态。 社工介入后了解
到，这个家庭除了经济困难外，在
照顾病患方面的需求最为迫切。
同时， 他们也需要就业和就学方
面的支持， 让家庭重新获得发展
的可能。 这是一个复杂程度较高
的个案， 因此社工联合社区启动

“综合研判”机制，首先从落实家
庭可享受的救助政策入手， 协助
申请到区教育局的教育救助金，
缓解了部分家庭经济压力； 链接

“谈笑基金会”为陶某申请到一张
护理床， 减轻了父亲对病人的照
顾负担；社区介绍，辖区内有一位
下沉党员是中职老师， 社工邀请

这位老师辅导孩子做职业规划，
指导其选择合适的升学专业。 通
过以上帮扶工作， 重新建立起家
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二是从单向介入转向综合
施策，提升救助服务效果。 社会
救助对象所面对的问题往往是
多种原因造成的，动态的变化过
程也很复杂，单一服务提供者未
必能满足他们的服务需求。 社工
在清晰地了解救助类型的情况
下，启动“综合研判”机制，联动
相关单位部门，为救助对象精准
施策，提供更为有效服务。“综合
研判”机制一方面支持社工从多
角度分析社会救助对象的需要，
了解问题的症结，从而制定适合
的解决问题策略，使社会救助对
象得到最大益处；另一方面协调
不同背景的专家共同介入，动用
相关资源，能更有效地帮助社会
救助对象面对复杂的问题。

三是从单打独斗转向社会
参与，增强救助服务力量。 水果
湖街道从 2021 年开展社工参与
社会救助试点工作。 社工运用

“五社联动”机制广泛链接、整合
水果湖街道就业、心理、医疗、教
育等内外社会慈善资源，形成了
水果湖街道社会救助慈善资源
库，推动了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
深度融合。 依托湖北省慈善总会
等公募平台，发布水果湖街道社
会救助服务项目，并通过红色流
动公益集市、520 数字公益节、腾
讯 99 公益日等公益活动节点，公
开募集慈善资金 10 万余元。

下一步，武昌区将以“五社
联动”机制为指导，继续推进社
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发挥参与基
层治理作用，进一步探索社会工
作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常态
化疫情防控， 发动群众决策共
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
评、成果共享，进一步挖掘社会
组织的基层治理功能，形成具有
武昌特色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

日前， 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与中欧校友总会联合主办的“第
二届中欧校友公益年会” 在沪举
行。 年会旨在进一步弘扬中欧公
益精神、整合中欧公益力量，使中
欧校友群体与校友企业成为中国
公益的积极践行者、价值引领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
泓在致辞中表示， 中欧在教学、
研究和运营中一直贯穿着社会
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导者作为自
身的使命，鼓励并支持校友的社
会责任及公益活动，与校友携手
打造中欧社会责任和公益的特
色及影响力。

中欧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李
文表示， 企业家精神正在成为一
个国家前行的动力， 公益同样离
不开企业家精神， 年轻的中国公
益需要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他呼

吁变革时代的企业家校友们能够
将中欧公益精神发扬光大， 用创
新的商业模式实现公益理想和目
标， 推动公益项目本身的持续迭
代，为中国公益作出更多贡献。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
长、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
永光在线上进行了主旨演讲，他
指出， 企业是第一次分配的主要
创造者，是第二次分配的源头，贡
献是多方位的。稳住生产和就业，
和员工共度时艰， 让劳动者有收
入有饭碗， 是当下企业最大的社
会责任， 也是最大的公益。 他表
示，企业家要有自己的定力，应该
是先做好企业家，再做慈善家，不
可本末倒置。

徐永光认为，第三次分配作
为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共
同富裕的助力。 他强调，第三次
分配的性质是自愿捐赠，要让自

愿和透明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铁
律， 成为慈善捐赠文化的自觉。
徐永光还呼吁进行制度改革，认
为好的慈善税收优惠制度不仅
可以吸引和留住慈善资产，壮大
慈善资本， 推动第三次分配，还
能助力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
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浦东
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校教学咨询
专家马伊里看来，构筑共同富裕需
要经济基础，更需要一个好的社会
基础，一个进步的社会基础，而这
要解决和回应一个社会性脆弱问
题。“政府要学习与公益组织合作，
联手回应社会议题。 ”

她还提出公益理念的与时
俱进，认为我们要的公益不是政
府和富人对穷人的恩赐和怜悯，
而是受助者主体性的公益，也就
是人民主体性， 是助人自助，帮

助受助者成为自己。 她认为受助
者主体性是对公益更高层次、更
接近于本质的理解。

据介绍， 中欧教育发展基
金会每年都会收到许多来自同
学、校友和教职员工的捐赠。 截
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已有近
36000 人次校友参与捐赠。

公益年会期间还进行了“中

欧校友公益成果展览”，集中呈现
了中欧人的公益实践。另外，11月
5日-6日第二期“中欧校友公益
营”也顺利举行，该公益营注重培
养中欧公益骨干， 提升中欧校友
组织/班级公益负责人的公益专
业知识、公益项目实施能力，为中
欧公益事业发展做好组织能力建
设与人才梯队培养。 （李庆）

第二届中欧校友公益年会召开 呼吁用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公益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