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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推进社工人才激励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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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邬仁刚以《多措并举、多维
发力，系统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激励保障工作》为题，全面介
绍了厦门市加强制度建设，健全
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财政投
入，建立全方位、可持续的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激励保障体系，不
断壮大社工人才队伍方面的主
要做法和经验。

邬仁刚介绍说，厦门将社工
人才激励保障工作纳入市委市
政府“人才新政 45 条”和新时代
人才强市战略，并从人才职称待
遇、人才奖励、人才补贴等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具体实施办法，建
立了以顶层规划为引领、专项政
策为支撑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
工人才激励保障政策体系。

此外，厦门将社工职业资格
纳入社会服务相关事业单位专
业技术岗位聘任范围，并作为社
区在岗工作人员的职称之一，向
取得职业资格的社区在岗工作

人员按月发放 200-500 元不等
的职称津贴；推动持证社工队伍
不断壮大，目前厦门持证社工已
达 11265 人，占全省近 30%，每万
人拥有持证社工人数为 21.34
人，居全国前列。

对民办社工机构新聘用且
就业满一年的专职社工，厦门给
予 5000-20000 元不等的补贴，
并将社工人才纳入新引进人才
生活补贴发放范围，给予 1-8 万
元不等的补贴；支持专职社工队
伍稳定发展至 1648 人， 活跃在
社会救助、社区治理、残障康复、
职工帮扶、禁毒戒毒、社区矫正、
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各领域。

对获评全国专业社会工作
领军人才，厦门给予每人奖励 10
万元；对经选拔认定的厦门市专
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每人奖励 5
万元；对在厦连续就业满 5 年的
高级社工师每人奖励 8 万元。 通
过上述方式，厦门大力培养高层
次、优秀社工人才。

据了解，近十年来厦门社会
工作发展迅速，地区特色和亮点
较为显著。

在政策方面，厦门先后制定
出台了 53 份政策文件， 建成以
综合政策规划为引领、专项政策
为配套的、全面的支持社会工作
发展政策体系， 覆盖人才规划、
人才培养、人才保障、人才激励、
人才使用、人才宣传等各方面。

厦门不断建立健全政府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及评估机制，大
力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民生
保障、社会治理各领域。 2022 年，
厦门全市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资金量再创
新高，达到 9519 万元，涉及项目
332 个，覆盖老年人、困境儿童、
低保户、境外人士、禁毒戒毒、新
时代文明实践、社区矫正、乡村
振兴等 25 个领域。

厦门市委宣传部、市委文明
办、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合出
台《关于推行政府购买服务 创

新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机制的
意见》， 在全国率先推广以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支持专业社会工
作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模
式，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与专业社会工作的深度融合。

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素质
提升方面， 厦门自 2015 年以来
持续组织开展社会工作者能力
提升培训，七年来共开展培训 39
期， 累计达 102 天，4106 人次参
训；全力打造社会工作专业督导
培养“厦门模式”，以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实施四个批次的社会工
作专业督导培养项目，每批次采
用“课程培训+实务陪伴”相结合
的形式、历时 18 个月，培养社会
工作专业督导人才。

近年来，厦门积极培育民办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总数已达
119 家，占全省比例为 18.89%，比
2012 年（7 家）增长 16 倍，年均增
长 40.29%。 此外，厦门对民办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新聘用社会工

作者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
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分别给予
每人 0.5 万元、1 万元、2 万元的
一次性工作补贴， 已先后补贴
210 人（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 189
人、社会工作师 21 人）、发放补
贴资金 115.50 万元，这在全国也
是首创。

自 2018 年起，厦门持续组织
开展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选
拔工作， 已开展三批次选拔，产
生 30 名领军人才， 每人给予 5
万元奖励；在全国首创对获选拔
的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实施 10 万元奖励， 已有 1 人获
奖；重奖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职
业资格的相关人员， 每人给予 8
万元一次性奖励， 全国首创，已
有 6 人可获奖。

不仅如此， 厦门还十分注重
提升专业社会工作的社会知晓
度、增强社会工作行业凝聚力，在
全国较早统一征集、推广使用“厦
门社工”专门徽章和宣传标识。

■ 本报记者 皮磊

近年来 ， 呼伦贝尔市民
政局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 ， 在市委组织部的
大力支持下 ，多措并举 ，持续夯
实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积
极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
持证社工人数大 幅 提 升 ，2006
年 至 今 全 市 持 证 社 工 人 数 共
794 人 ， 仅 2022 年就增加 364
人 。 近两年来 ，参加社会工作
职 业 水 平 考 试 人 数 均 超 过
1500 人 ，2022 年报考 1655 人 ，
参 考 1294 人 ， 通 过 率 达 到 2
8.13% ，位居全区前三位 ，为全
市社会工作人才储备不断注入
新生力量 。

建立“五社联动”
社会工作服务机制

市民政局聚焦“老小困残”
和基层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等

重点领域， 创新开展“五社联
动”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推
动建立四级社会工作服务平台
和“6+X”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2022 年， 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建立五社联动社会工作
服务机制”， 建立了市委组织
部、政法委等 17 部门社会工作
局际联席会议制度。

市委组织部、 民政局牵头，
会同其他 14 个部门出台了《呼
伦贝尔市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
发与人才激励保障实施办法（试
行）》，支持社区开发社会工作专
业岗位，落实了社区干部社会工
作岗位补贴。

市民政局印发《“五社联动”
社会工作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2021—2025 年）》等六个指导
性文件，为推动全市社会工作人
才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和发展环境。

搭建社工人才
专业服务实践平台

市民政局坚持“兜底线、保基
本、促发展”工作总基调，突出“站
怎么建、钱如何筹、人哪里来、事
怎么干”四个关键环节，从人才培
养、作用发挥、保障机制等方面整
体发力。 市民政局投入 640 万元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五社联动”试
点项目，推进社区与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
资源的联动发展。

目前，全市已建成 1 个市级
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9 个旗
市区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68 个
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
106 个社区（村） 社会工作服务
室，每个社工站配备三名以上专
业社工，每个社区至少配备一名
专（兼）职持证社工；实现街道社

工站 100%全覆盖，苏木乡镇社工
站覆盖超过 50%，有效打通了为
民服务“最后一米”，不断增强了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
全感。

提高社工人才
基层治理的服务能力

两年多来，市民政局大力发
展壮大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累计投入 70 余万元，用
于开展社区干部、网格员、调解
员、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社会福
利机构工作人员考前培训和专
业能力提升培训，社工人才队伍
基层治理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根河市社会工作与心理服务
中心等三个机构执行的服务项目
小而美，社会关注、易于传播、百
姓认同， 被评为自治区优秀社工
项目和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各地

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契机，以
“五社联动”为抓手，累计开展各
类活动 1200余场， 筹集善款 360
万元，参与社工、志愿者、爱心人
士 3200余人次， 受益人数 9.6万
人次。 通过基层调研发现， 全市
50%以上持证社工已经能够熟练
地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解决社
会、社区问题，居民满意度指数提
高至 90%以上。

下一步，市民政局将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继续加
大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力度，强化
人才培训、继续教育、岗位管理、
人才使用、实务操作等多元化协
同发展， 引导专业社工机构、社
工作专业人才积极参与乡村振
兴建设，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
建共治共享增动力添活力，让社
工真正成为令人尊崇、社会认同
的高尚职业。

（据呼伦贝尔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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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夯实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近日，2022 福建省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业务培
训班以视频方式举办， 各级民政部门社会工

作和志愿服务分管领导、业务处（科）室负责人及经办
人员通过视频在各分会场参加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