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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召开

全国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
结 2022年工作进展，部署 2023年重点任务。

“为做好寒假春节期间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民政部门深入开展
“情暖新春 共护未来”寒假春节期间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活动，联动未成年人保护成员单位、基层儿童工作者和社会爱心力量面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开展走访慰问、疫情防控宣传，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送去节日的问候，确保儿童温暖过冬、幸福过节、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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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召开全国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全国乡镇(街道)社工站覆盖率达 78%

会议指出，2022 年我国志愿
服务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一是政策法规不断完善。
如，推动出台国家标准《志愿服
务基础数据元》， 研究编制行业
标准《志愿服务项目基本规范》
等。 据介绍，目前全国已有 18 个
省和五个有立法权的市根据《志
愿服务条例》制修订了地方志愿
服务法规。

二是服务队伍不断壮大。
截至目前， 全国城乡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志愿服务站点覆盖率
整体已超过 80%； 全国已标识

志愿服务组织超过 2.3 万家，
志愿服务队伍超过 135 万支，
人民群众参与和接受志愿服务
更加便利、可及。

三是服务实践不断深化。 以
深化“五社联动”机制探索为重
点，持续推广志愿服务项目化运
作、“菜单式” 志愿服务等模式，
着力提升志愿服务组织化、规模
化、专业化水平。 截至目前，各地
各部门通过全国志愿服务信息
系统中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
1000 万个，累计记录志愿服务时
间超过 52.9 亿小时。

四是监管机制初步建立。
以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抽查试
点为抓手， 探索建立健全志愿
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全国
337 个试点地区共抽查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的单位、组织、团体
一万余个。

会议要求，2023 年要不断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和体系化
建设。

一是完善政策法规， 健全
志愿服务制度。 要重点关注志
愿服务供需对接、 志愿服务数
据信息归集、 志愿服务激励回
馈、保险保障、志愿服务记录与
证明抽查、 行政执法等方面的
制度完善。

二是广泛搭建平台，推动志
愿服务常态化发展。 要聚焦广大
城乡社区， 聚焦民政服务机构，
用好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三是推动融合发展，提升民
政志愿服务品牌影响力。 要强化

志愿服务与其他民政业务的内
部融合，拓展民政领域志愿服务
与其他部门业务的外部融合。

四是发挥整体效能，优化志
愿服务工作体系。 要在文明委的
统筹指导下，加强与其他有关部
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民政领
域志愿服务整体效能，形成上下
互通互动、横向协调发展的志愿
服务工作体系。

会议还介绍了全国乡镇 (街
道)社工站建设的最新情况。截至
目前，全国已建成乡镇(街道)社
工站 2.9 万个，7 万名社会工作
者驻站开展服务，8 个省份已经
实现了乡镇 (街道) 社工站全覆
盖，16 个省份覆盖率超过 80%，
全国覆盖率达到 78%。

会议要求，2023 年要重点开
展全国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
期评估工作，以准确了解乡镇(街
道)社工站建设运营、作用发挥和
监督管理等情况。 下一步，各地

要持续完善制度设计，确保资金
落实到位，持续推动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建设， 加强全过程监管，
不断推动社工站建设提质增效。

会议提出，2023 年各地要坚
持创新驱动、品牌引领、多措并
举、稳中求进的主线，完善政策
法规，健全服务制度，广泛搭建
平台，注重融合发展，发挥整体
效能，进一步优化志愿服务工作
体系，提升民政志愿服务品牌影
响力，持续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要积极开展“志愿服务
送关爱 文明实践树新风”活动，
重点做好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
作， 动员引导志愿者到民政服
务机构、 医疗机构等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要扎实推进乡镇（街
道）社工站建设，持续完善制度
设计， 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建设，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全过
程监管，实现社会工作高质量发
展。 （据民政部官网）

自治区民政厅负责同志带
队，深入靖西市、恭城瑶族自治
县等边远山区、边境地区困境儿
童家庭走访探视，详细了解儿童
监护、 委托照料和健康情况，鼓
励他们努力学习，以积极乐观的
心态面对生活。 玉林、贵港等地
积极开展“把爱带回家—暖童心
护成长”“暖冬伴童行 为爱添
一度” 等关爱服务主题活动，为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家庭送去慰
问金和米、油、牛奶、书包、书籍等
物品。柳州市给三江、融水县部分
乡镇学生发放壹基金价值 14 万
余元的“温暖包”385个。灵山县发
动 853 名领导干部深入 1300 多
名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
开展走访慰问。 北流市义工协会
组织募集过冬寒衣、棉鞋 793 件，
发动社区、 志愿者走村入户，送
到 71 位困境儿童的家中。 据不
完全统计，节日期间，全区共发
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
保障金 3452 万元， 慰问金 50 万
元，走访探视、慰问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 1.18 万人次。

广西各地以“牵手童行”公益
行动为载体，引导“爱心家长”在
寒假春节期间持续开展结对帮
扶， 关注困境儿童健康和安全状
况。桂林市组织 877名 “爱心家
长”开展点对点帮扶活动。兴安县
551 名“爱心家长”结对帮扶儿童
502人次，爱心家长们通过满足孩

子微心愿、线上或线下交谈、陪孩
子过生日、 送礼物等多种方式为
困境儿童送去温暖。 各地运用社
区“儿童之家” 开展寒假作业辅
导、心理疏导、爱心陪伴等关爱服
务，引导在外务工父母通过电话、
视频远程“亲情连线”、“见面谈
心”，切实做到“人在外，爱回家”。
贺州市链接公益慈善基金， 发动
深圳爱心企业人士开展困境儿童
关爱志愿服务和结对帮扶。 崇左
市组织专业社工为涉毒家庭、跨
境婚姻家庭的儿童开展个案服
务、 心理咨询和家庭监护能力等
服务 80余次。

为确保儿童安全过节，广西
各地通过入户走访对留守和困
境儿童的生活、居住环境进行全
面检查，针对健康管理能力较弱
的留守、困境儿童及其家庭开展
疫情防控宣传和服务工作。 广西
慈善总会募集了 100 个抗疫爱
心包助力加强留守、困境儿童防
疫意识；钦州市发动爱心企业筹
集鱼腥草颗粒、 口罩等防疫物
资，为全市散居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发放防疫健康包。

此外，广西各地县级未保办
对“爱心家长”开展疫情防控知
识培训，引导爱心家长在走访慰
问时对困境儿童及其监护人普
及疫情防控知识。 田东县民政部
门深入移民安置社区开展儿童
疫情防控、安全防范和《未成年

人保护法》宣传，兴安县积极开
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等安全防
范教育 100 多场次，为困境儿童
及其家庭提供爱心健康防疫包、
儿童卫生防护包等物资 500 份。
灵山县民政局向 1300 多名困境
儿童发放“爱心健康包”，包括感
冒灵、百咳静、口罩等物资。

广西各地加强对留守和困
境儿童的走访探视，南宁市将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网
格化管理，实行“一天一调度”；
合浦县加强春节、寒假期间对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走访
工作，儿童主任对风险等级高的
留守困境儿童， 每周探访一次，
共探访留守儿童 1500 多人。 合
浦县对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实施动态
管理，积极发挥县未保中心的作

用，做好困境儿童的临时监护工
作。 各地积极开展自治区未成年
人保护专线的宣传工作，引导孩
子们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及时
拨打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专线
寻求帮助，2023 年以来， 专线共
受理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咨询、问
题反映、投诉举报、求助帮扶、心
理疏导等各类有效诉求 250 件。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广西开展“情暖新春 共护未来”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广西各地民政部门开展关爱、慰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