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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四川省民政厅
每年将遴选 30 名左右社工人
才，分高层次服务人才、管理人
才、教育与研究人才三个类别进
行选拔培养， 实行考核淘汰机
制，对量化考核获得“优秀”等次
的，按程序确定为高层次社工专
业人才并颁发证书。

近年来，四川省民政厅着力
推动市域四级社工服务体系建
设，构建符合四川实际的“高端
人才为引领、 持证社工为骨干、
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社工为基础”

的社工人才梯队，提升基层治理
服务组织化、专业化水平。

2022 年年初，四川省民政厅
联合省委组织部、教育厅、财政
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
印发《四川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十四五”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规划》共七章，明
确了“十四五”时期四川省社工
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目标任务，以及人才培养、
使用、激励、保障措施，为构建高
素质社工人才队伍、加快社会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引。
《规划》提出，要围绕人才发

展周期，着力探索“育、用、留”新
模式、新机制，构建人才成长良

好生态。 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推
动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相结
合、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相衔
接、职业道德与专业价值伦理相
融通，稳步提升人才质量。 持续
实施天府社工人才培养计划，加
强高层次社工人才、社会工作管
理人才培养，引导人才向重点区
域、重点领域流动集聚，优化全
省社工人才布局，构建优质人才
梯队。

据介绍，2022 年四川省报名
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考试人数达 4.7 万人， 其中 1.13
万人通过考试，报考人数、实考
人数、通过人数均创新高。 截至
目前， 四川省社工人才总量达
14.7 万人，四万余人取得社会工
作职业资格。

天津近三年报考人数居高不下
考社工为何火爆？

今年， 约 89 万人报考全国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创下
历史新高。 天津报考人数近三年
来一直居高不下，今年超过 6000
人。 考社工为何火爆？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
考试应在今年 6 月开考，天津、
北京、 上海受新冠疫情影响统
一延至 12 月考试。“社会工作
者这个职业近三年开始火起
来。 2019 年之前，天津市每年仅
两三千人报考， 但去年报考人
数一下子达到 8000 多人。 今年
虽有所回落， 但也超过了 6000
人。 ”天津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
长杨丽荣介绍说， 目前天津市
持证的职业社工有两万多人，
涵盖医务社工、企业社工、青少
年社工等。

有关人士指出，报考社工人
数逐渐增加，一方面突出了国家
对社工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另
一方面也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社工的重要性。

史博是南开区广开街道社
工站的驻站社工，社工站为街里
13 个社区的重点人群提供多元
化、精准化的专业服务。 11 月 4
日早上，史博和同事来到南开区
级升里社区做问卷调查，了解新
冠疫情暴发后仍在运行的社会
组织、文艺团体的现状及核心志
愿者的构成。

史博在跟居民交流时发现，
很多居民有意愿加入社区工作，
而一些文艺团体也有意向转变
成社区社会组织。“调查后，我们
会根据问卷的情况进行总结，形
成调查报告，研究如何让居民的
意愿顺利实现，帮文艺团体成功
转型。 ”史博今年 27 岁，95 后，是
天津理工大学社工专业的本科
毕业生。“我算是新职业的老员

工，我们街里招了不少‘00 后’，
补充年轻力量。 ”

参加社工职业资格考试，如
果是非社工专业，本科毕业后从
事社会工作满两年可报考，大专
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四年可报
考。 32 岁的陈琳是天津市首批高
级社工师，2012 年进入社区居委
会工作。 尽管学的不是社工专
业，但在 10 年的社区工作中，她
边履职边学习，拿到了社工专业
的本科学历，又通过社工师考试
成为一名持证的高级社工师。

“社工看似简单，但专业性很强，
涉猎范围很广，内容涉及社会问
题与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价值
观与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理
论等。 ”

去年，民政部要求各地加快
推动社工站建设，即以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在每个乡镇（街道）
都建设一个社工站。 杨丽荣介
绍，天津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一直
在助力此项工作，去年首批建设
社工站 53 个， 今年年底前计划
建设 220 个， 明年要实现全市
252 个乡镇（街道） 社工站全覆
盖。“每个社工站要派驻两名社
工，其中一名必须持证，另外一
名在两年内必须持证。 这些社工
的工作就是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 ”

社会工作者职业涉及面极
其广泛，医院内从事病人心理疏
导工作的人员、司法机构处理和
疏导家庭纠纷的人员等均属于
社会工作者范围。 在杨丽荣看
来，社工考试热的背后，主要是
职业需求增加。 在未来十年内，
公民的社工意识将越来越强。 社
会工作这个新兴职业会有很好
的发展前景。

（据《天津日报》）

日前， 广东省民政厅印发
了《“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
作双百工程”乡镇（街道）社会
工作服务站业务工作指引（第
一版）》（以下简称《指引》），明
确了“双百”社工事务性岗位、
服务性岗位的工作职责、 工作
内容及工作要求。

《指引》提出，事务性岗位
负责协助乡镇（街道）经办社会
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妇
女和残疾人事务等， 包括办理
相关业务申请、 进行服务对象
信息化核对及管理、 开展政策
宣传等工作； 服务性岗位主要
协助识别服务对象、 综合评估
服务需求、统筹开展专业服务，
确保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社会
工作专业服务 100%覆盖，并
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为保障事务性岗
位和服务性岗位能实
现业务融合、 优势互
补，《指引》 明确指出

两个岗位应充分发挥困难群
众和特殊群体搜寻者、 贴心
人、服务生、守护者的角色作
用， 在建立健全岗位管理机
制、 加强专业服务统筹规划、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构建
服务质量管理体系等方面形
成工作合力。

《指引》鼓励有三名以上党
员的社会工作服务站（点）成立
党组织， 社会工作服务站应积
极联动村（居）“两委”、村（居）
民及其他服务相关方共同参与
服务规划与计划制定过程。《指
引》 还明确事务性岗位应充分
发挥政策与数据信息集聚的优

势， 对有需要持续跟踪的服务
对象， 及时转介至服务性岗位
进行跟进。 如申请人情况紧急
需要个案辅导、危机干预等，事
务性岗位应联动服务性岗位协
同跟进处置。

《指引》明确服务性岗位应
充分发挥扎根村（居）、群众信
任的优势， 做到主动告知政策
申请流程， 并加强与事务性岗
位对接，促进政策申请、审核、
办理及服务的有效衔接， 通过
质量控制的“计划—执行—检
验—处理”过程，加强服务质量
内部管理体系建设。

（据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发布“双百”社工服务站业务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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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民政厅启动了首批高层次社工专业
人才培养工作， 对遴选产生的 30 名高层次社

工专业人才培养对象开展为期一年半的专项培养和跟
踪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