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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换届大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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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
存根，党委书记、副会长周惠，党
委副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康鹏，
党委委员、副会长王谦，国家发改
委呼叫中心与电子商务发展研究
院院长、 中国信息协会数字经济
专委会会长倪春洋， 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副总规划师、 数字城市
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单峰，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智慧养老研
究所研究员、 北科院智慧健康养
老与服务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刘
建兵， 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倪广天等出席本次会议。

据悉，智慧社区服务业委员会
由原社区服务业委员会更名成立，
旨在响应民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
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的意见》文件精神，通过强化社区
服务业智慧化的内容，推动搭建智
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实现社
会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会上，
康鹏宣读了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关于同意社区服务业委员会更名
换届的批复》， 周惠向新任总干事

何熙平颁发聘书，王谦为到场的专
家代表颁发聘书。

陈存根对智慧社区服务业
委员会更名换届大会顺利召开
表示祝贺。 他指出，党和国家历
来都非常重视社区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
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
社区， 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
导、引领作用，把社区建设好，把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等目标实现好。 党的二
十大指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
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
系， 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他表示，民
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
也对智慧社区建设提出了明确
要求，智慧社区建设将是今后一
段时间我国社区建设的重点。

陈存根强调， 智慧社区服务
业委员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民

政部的要求，要牢记总书记“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
指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依托智慧手段，立足基层
社区，做好服务创新，建立一套符
合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标准
化、规范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智
慧社区服务体系。 他同时对智慧
社区服务业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三
点希望：第一，提高政治站位，坚
持服务人民； 第二， 聚焦智慧赋
能，提升服务效能；第三，广泛链
接资源，培育品牌项目。

倪春洋从国家信息管控角
度对智慧社区的发展、未来的建
设路线作出详细分析。 他指出，
智慧社区建设的技术路线在满
足社区建设特点和需求的同时，
应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路线
相协调。 中国信息协会数字
经济专委会与智慧社区服务
业委员会将共同以“沟通、共
享、服务”为宗旨，以“合作共
赢， 推动数字经济产业与智
慧社区运营的健康发展”为
指导思想， 汇聚各方力量和
资源， 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为
数字经济与智慧社区建设发
展贡献力量。 希望智慧社区
服务业委员会能在探索建立

基于多元参与、数据融合的“共
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和服务
新模式上做出更多努力。

单峰对智慧城市、智慧社区
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社区
治理智慧化进行了介绍，并指出
智慧社区建设的创新路径要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以人民
需求为出发点，以人民获得感为
落脚点，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从“树理念+拓一个格
局+筑三大平台+集四种模式+
促四项行动”的路径去实现。 他
指出，社会工作者要认识到社区
是“小”，小到“秋毫分明”，犹如
人之细胞、发之末梢，不过千百
户却具千百态； 社区建设亦是

“大”，大到“见微知著”，治国理
政，重在基层，智慧社区发展关

系着国家命运。 因此，未来发展
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指导
下， 立定共建共享共治的新格
局，用小空间带动大改造，用微
科技创造大场景，把小智慧运用
到人民大众的幸福生活上。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尹建宏代表新一届委员会表
态。 他提出，智慧社区服务业委
员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服
务社区为已任，协调引领委员会
广大会员，在联合会的领导下发
挥专业作用， 坚持公益初心，廉
洁自律，合法有序地开展各项工
作， 促进智慧社区的建设发展；
发挥智慧社区信息平台的功能，
广泛链接资源， 实现多方联动，
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江苏省民政厅主持工作的
副厅长戚锡生、 分管慈善社工
的副厅长周恒新分别介绍了江
苏省民政厅紧紧围绕“强富美
高” 新江苏建设对社会工作的
发展要求， 坚决扛起“争当表
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
荣使命， 不断推动社会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经验方法， 希望中
社联加强对省社工协会的指导
支持， 共同推进江苏社会工作
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南京市民政局局长蒋蕴翔
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南京市从人
才队伍建设、社工机构培育、标
准制定、 社工站建设等方面推
进社会工作发展情况。 据介绍，
目前南京共有持证社工 2.1 万
人， 每万人拥有持证社工专业
人才 20 人， 位居全省第一；拥

有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2 人，江苏省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28 人， 高级社会工作师 18 人，
总人数均占全省第一。 下一步，
南京将重点围绕街道（乡镇）社
工站建设， 以社工站为抓手和
平台，积极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社工站的督导， 提高社工
站承接机构的组织能力和专业
服务能力， 全面提升南京市的
社会工作发展水平。

通过实地调研和座谈交
流，周惠对江苏省、南京市在基
层社区治理、 社会工作站建设
和乡村振兴领域社会工作的创
新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

周惠希望， 江苏社会工作
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积极
克服困难，勇于探索创新，从各
个领域推动社会工作事业发

展。 要抓住机遇，不断开创社会
工作新局面，力争“十四五”期
间乡镇（街道）社工站实现全覆
盖。 要大力加强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要结合
自身实际，在政策支撑、经费保
障等方面，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 加快培育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抓好社会工作人才的招聘、
培训和使用， 为充分发挥社会
工作在社区治理、社工站建设、
企业社工、 乡村振兴中的职能
作用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
人才支持。 要认真总结实践中
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社会工作经验，
广为宣传推介， 营造良好的工
作发展局面。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一行
赴江苏调研社会工作发展情况

2023 年 2 月，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开展“牵手计划”系列培
训项目，项目第一阶段由社工机
构管理运营、乡镇（街道）社工站
建设两部分内容组成，针对重点
帮扶县社工机构工作人员开展
系列培训。 2 月 15 日，“牵手计
划”系列培训项目组召开线上启
动仪式，对项目进行整体部署和
推进计划介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康鹏在致辞中强调，
实施好“牵手计划”培训项目，要
做好统筹规划、精心设计、科学
安排， 并针对工作提出四点要
求：一要明确项目目标，精准把
握实施方向； 二要明确项目目
标，精准把握实施方向；三要规
范项目实施， 严格把控执行进
度；四要以点带面创新，推动农
村社会工作科学发展。 康鹏表
示， 希望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牵手计划” 系列培训项目的实
施，能为远方的社工伙伴们送去
知识的星火，为乡村振兴、为社
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贡献力量。

会上，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副秘书长、职业技能认证中心主
任宋万召从总体课程设计、项目
配套的学习机制两方面介绍了

“牵手计划”系列培训项目 2023-
2025 年的总体规划。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职业技能认证中心副
主任、 教育学博士、“牵手计划”
系列培训项目负责人李文思从
项目简要介绍、课程设计及管理
办法三方面介绍了项目内容及
各项安排。

据介绍，在接下来的六个月
时间里，第一阶段的课程将全面
展开。 相关负责人表示，相信在
民政系统各级领导的关注下 、
专家的指导下、 项目处的统筹
运营下， 以及参与项目各个机
构的共同努力下，“牵手计划”
系列培训项目一定能够圆满进
行。 希望项目传递的专业知识
和实务技能在全国“牵手计划”
项目各个实施点生根发芽，助力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对提升社工
机构运营管理，乡村街道社工站
建设做出贡献。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开展
“牵手计划”系列培训项目

2月14日，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智慧社区服务业委
员会更名换届大会在京召开， 会议采用线下线

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近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周惠，常务理事苏林波，研究室主任张本平，退役
军人社会工作委员会（筹）副总干事赵天谋，联合会税务顾问韩青博士一行五人，在江苏省

社会工作协会会长晏翠耀、副会长丁渝平、副秘书长李振鑫等陪同下，先后赴江苏省民政厅、南京市
民政局、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新门口社区、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社会工作站、南京市江宁区
江宁街道牌坊村进行调研和座谈，深入了解江苏省、南京市社会工作发展情况。

为落实民政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十四五”时期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牵手计划”实施方案》，在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与社会

工作司和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的指导下，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充分发挥全国性、枢纽型、顶层性行业组织作用，组织实施“牵手计划”
系列培训工作。培训工作将在“十四五”牵手计划实施期间，针对项目重
点帮扶县相关工作人员开展系列培训，聚焦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社
工机构培育、社工专业人才培养、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制度完善，社会工
作服务品牌项目打造等，逐年设计、开发系列课程，以系列培训为切入
点，引导、助力全国社工机构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