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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党委举办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辅导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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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根以“以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指引，推进中国式社会工作
高质量发展”为题，从“深刻认识
党的二十大划时代的里程碑意
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努力推进
社会工作理论中国化”“奋进新
时代、建功新征程，推动中国式
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三部分进
行专题辅导。

陈存根指出，举世瞩目的党
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奔向第二个百年
宏伟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
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
的大会。 党的二十大担负起全党
的重托和人民的期待，从战略全
局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谋划
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在
党和国家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发
展史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划
时代里程碑意义。

陈存根指出，要深刻认识过
去五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新
时代十年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
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奠定了
坚实基础；要深刻认识“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性保
证，必须进一步增强做到“两个
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要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大
擘画的中国式现代化民族伟大
复兴的宏伟蓝图， 全面准确把
握、贯彻、落实党的目标任务、战
略部署和各项重大举措；要深刻
认识党的二十大开创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坚
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干事创业；要深刻认识
党的二十大科学提出的国家总
体安全观，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努力建设现代国家安全体系和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治
理能力现代化。

陈存根表示，党的二十大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一步创新丰富、发展壮
大， 并高度凝练为“两个结合”

“六个坚持”，从而形成了引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
导思想，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各方面、全领域奠定了理论基
础、提供了思想动力、制定了行
动指南。党领导下的社会工作事
业要迈入新时代、 建功新征程，
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深刻领会开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的含义，牢牢把握当代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紧扣时
代脉搏，融入国家战略，与时俱
进，守正创新，扎实推进中国式
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建设。 他
指出， 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只有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推进
在中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 才能真正服务新时代社会
需求，引领我国社会工作实现繁
荣发展。

陈存根强调，中国的社会工
作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持
党的领导、落实党的领导，在党
的领导下， 更好地履行服务国
家、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职能，
努力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
众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开展群
众工作的有力助手，落实党和政
府民生政策的职业队伍，始终与
党在一起、与人民在一起，积极
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
决摒弃所谓的第三方、独立性思
维，始终坚持人民性、社会性和
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只有这样，
社会工作才能得到党和政府以
及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大力支
持， 才能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智慧源泉， 才能实现持续发展、
兴旺发达。

陈存根提出，要创造性地引
导社会工作理论走出大学、走出
书本、走出论文，引导社会工作
者走进社会生活、 走进基层社
区、走进百姓家庭，主动参与解
决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在火热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发挥
作用， 把论文写在基层社区里，
写进百姓民生中。一定要立足中
国实践、坚持科学实用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秉承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新
征程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尝试、不
断完善、不断提升，最终建立完
全中国化时代化的社会工作理
论体系、 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社
会工作技术体系、社会工作组织
体系、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社会
工作法制体系、社会工作党建体
系。 要从大学开始，从源头教育
抓起，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
程体系、教材编撰、师资培训、课
堂教学和教学实践做起，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加强社会工作理论研
究探索，从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发
展的生动实践中总结提炼原创
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创
新、标志性成果，发展我国社会
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
体系，建立注重社工实务，不尚
空谈论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工作理论和工作模式。要用
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以社工
理论中国化引领实现社工工作
组织化、社工队伍职业化、社工
服务专业化、 社工经费预算化、
社工发展法治化目标，从而推动
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

辅导报告结束后， 周惠结
合陈存根的辅导作了总结讲
话。 他认为，陈存根的讲课脉络

清晰、重点突出、切合实际，既
有理论高度、又有思想深度，有
很强的针对性、时效性、可操作
性，对准确理解、全面把握、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
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周惠还就联合会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三点
要求。 一是要认真学习、提高认
识。 自觉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要结合辅导报告进行集中研讨，
通过学习研讨，不断提高思想认
识，自觉拥护“两个确立”，努力
提升“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要深刻领会、把握内涵。 要
集中研读党的二十大相关文件，
用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武装头
脑， 要结合联合会的工作实际，
围绕社会工作理论中国化进行
深入研究和思考，努力探索中国
式社会工作发展的新路子。 三是
要联系实际、抓好落实。 联合会
各部门、各单位要以二十大精神
为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
筹兼顾，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与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相结
合、 与做好当前工作相结合、与
谋划明年工作相结合，使之真正
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联合会全体党员、 会领导、
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业
务骨干以及部分咨询专家共计
100 余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收看了专题辅导报告。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如果社会组织得到政
策、资金和技术等良性公益生
态环境的支持，那么他们将在
包括垃圾分类等可持续社区
发展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而
且还能带动更广泛更持久的
社区环境的改善。 ”

2020 年 12 月， 北京市协
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
简称“北京协作者”）联合万科
公益基金会，在北京市委社会
工委市民政局、北京市社会组
织管理中心的指导支持下，发
起 “公 益 1 +1 之 绿 缘 计
划———北京社会组织可持续
社区环境建设赋能项目（一

期）”（以 下 简 称 “绿 缘 计
划”）， 资助 21 家社会组织开
展社区环保行动，并同步开展
行动研究。

一年多过去了，绿缘计划
是否验证了当年的假设？ 2022
年 11 月 29 日，绿缘计划举办
项目经验交流会暨“五社联
动”推动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
论坛，向社会交上答卷：21 家
社会组织为 47 个小区开展各
类服务超 610 次， 服务 38090
人；培育志愿者队伍 47 支；印
发宣传单页手册海报等资料
超过 8900 份。

项目评估资料显示，项目

对所服务社区的环境、居民对
环保的认知和行为、社区的整
体氛围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参与绿缘计划的社会组织社
区环保专业服务能力与组织
可持续发展能力都得到了很
大提升。

此外，北京协作者中心还
发布了《赋能社会组织，助力
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公
益 1+1”之绿缘计划行动研究
报告》。研究结果发现，基于信
任与尊重的服务理念、资源支
持与能力建设并重的资助模
式、五社联动多方参与的协作
机制是支持和促进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环保的有效方法。
报告显示，社区环保公益

生态建设过程中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方面，即除了支持性社
会组织的作用发挥，还需要公
益生态建设中的各方有能力
真正深刻地洞察自身的优势
与不足，并以开放信任的心态
共建公益生态。具体到操作层
面，社会工作的专业支撑发挥
了重要作用。

记者了解到，绿缘计划是
“公益 1+1” 资助行动下聚焦
可持续社区环境议题的资助。

“公益 1+1” 鼓励基金会拿出
资金资助社会服务机构共同

服务困难人群， 实现 1+1>2
的资源配置效应。 截至 2022
年 6 月，“公益 1+1”联合多家
基金会发起了多个领域的资
助行动， 筹集资金 895 万元，
资助 63 家社会组织， 惠及社
区居民 124713 人次。 项目通
过实践探索出政府提供政策
指导、 基金会提供资源支持、
支持性组织提供专业支持、社
会服务机构专注于服务行动
的资助模式，携手构建资源共
享、伙伴共生、价值共创的公
益新生态，为丰富社会组织资
助模式提供了生动而专业的
实践样本。

北京协作者：
“五社联动”推动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

近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党委组织党员干部举办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辅导报告会，联合会会长陈

存根同志做专题辅导报告，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周惠主
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