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

在全省开展乡镇（街道）
社工站质量提升年活动

通知明确， 通过开展乡镇
（街道）社工站质量提升年活动，
夯实以社工站为基础的全省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完善孵化培育
机制， 推动社工站规范运营，提
高全省覆盖率；培育和发展社工
人才，提升服务专业性，打造特
色服务品牌， 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米”，实现乡镇（街道）社
工站提质增效。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2 月至 11 月。

据介绍， 此次河北省乡镇
（街道） 社工站质量提升年活动
共包括九项内容。

一是完善孵化培育机制。 充
分发挥社会工作孵化培育基地
在业务指导、资源整合、项目开
发等方面的平台作用，加强对乡
镇（街道）社工站的运营指导。 建
立健全三级孵化培育机制，加快

形成覆盖全省的社工孵化培育
和指导体系。

二是推进社工站规范运营。
在达到乡镇（街道）社工站“六
有”建设标准的基础上，以社工
站中期评估工作为契机，进一步
强化制度建设、站点建设、服务
成效和监督管理，提高乡镇（街
道）社工站规范化运营水平。

三是提升社工站覆盖率。 进
一步加快社工站建设步伐，加大
社工站资金支持力度，建立常态
化、 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不
断提高全省乡镇（街道）社工站
覆盖率， 争取到 2023 年年底实
现全覆盖。

四是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 研究起草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
完善社工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大

力开展多层次、有针对性的社工
站人才培训。 积极引导高校社工
专业毕业生到乡镇（街道）社工
站开展服务， 充实专业人才队
伍。 落实社会工作岗位津贴，在
社工站运营中优先聘用持证人
员。

五是组织社会工作职业资
格考试。 广泛动员各类符合条件
的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职业水平
考试，扩大宣传范围，做好考前
培训，切实提高全省持证社工人
员数量，争取年内新增持证社工
5000 人。

六是探索“五社联动”试点项
目。持续深化“五社联动”实践，以
社工站为依托，搭建供需平台，链
接社会各方慈善资源， 积极探索
培育“慈善资源＋社工＋社区志愿
者”有机结合服务模式试点，推动

联动融合与创新发展。
七是打造特色服务品牌。 发

挥“小社九助”等品牌项目示范
效应，各地聚焦“一老一小”“一
残一困”和基层社区治理等民政
服务重点领域， 开展多样化、个
性化服务活动，每市力争打造两
到三个亮点项目。

八是创建省级示范社工站。
充分发挥首批、第二批省级示范
社工站引领带动作用，组织现场
观摩会，强化示范社工站特色项
目和典型经验的宣传展示，积极
培树第三批省级示范社工站。

九是强化项目资金监管。 各
地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
和省级福彩公益金支持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监督管理的通知》要
求， 加强项目实施方案设计、购
买服务流程、资金支出程序和进

度、绩效评估等环节监管，保证
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和超
范围支出项目资金。

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思想
认识，聚焦社工站质量提升年活
动的九项内容， 结合本地实际，
明确每项内容的具体目标、目标
任务月度分解、主要举措、实施
步骤、完成时限、责任分工等，形
成活动实施方案，推动各项工作
落地落实。

同时， 全省慈善社工系统要
坚持上下联通、齐抓共管、通力协
作，形成工作合力。各地既要加强
对基层民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及
时发现问题，强化实地督办落实，
又要注重开拓创新，集思广益，协
助基层民政部门解决问题， 用创
新思维推动社工站建设工作取得
新实效、实现新发展。

■ 本报记者 皮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 发挥社会工作在助力民
生兜底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和
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培育乡镇（街道）、城乡社区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 增强基层民
政服务力量、 提升基层民政服
务水平， 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
发展，2 月 16 日，兰州市民政局
印发《兰州市 2023 年乡镇（街
道）、城乡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
（室）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 全面部署 2023
年全市乡镇（街道）社工站和示
范社区社工室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指出，社工站
（室）建设要覆盖多个民政服务
领域。乡镇（街道）、城乡社区社
会工作服务站（室）的建设，是
增强基层民政经办能力、 提高
基层民政服务专业化水平和人
民群众获得感的有效路径，是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
措。 根据《实施方案》，2023 年
兰州市乡镇（街道）社工站（室）

建设将覆盖社会救助、 养老服
务、儿童福利、社区治理、婚姻
殡葬、 残疾人服务等领域，通
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方法，聚
焦“一老一小一孤一困”和社
区治理， 开展定期个案探访、
精神慰藉、志愿服务、社区照
顾、社会支持网络建设等服务，
以“五社联动” 促进民政工作
“五业并举”。

《实施方案》明确 2023 年
全市新增示范社区社工室 14
个。 为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服
务落地村社，延伸基层民政服
务臂力，2023 年兰州市将新建
示范社区社工室 14 个。《实施
方案》 对社工室的功能定位、
建设方式及标准做了详细部
署，同时强调以基层社会工作
站（室）建设为契机，优化站点
人员配置，健全社会工作人才
培养、使用、评价与激励机制，
打造专业化、职业化社工人才
队伍。

《实施方案》要求 2023 年
实现全市 110 个乡镇（街道）社

工站全覆盖。 根据民政部和甘
肃省民政厅关于乡镇（街道）社
工站建设的有关要求，2023 年
年底兰州市将实现全市乡镇
（街道）社工站全覆盖。 通过建
立健全“市民政局统筹规划、县
（区）民政局督导推进，乡镇（街
道）实施落实”的市、县、乡三级
工作体系，加快推进项目实施。
同时，《实施方案》 进一步细化
项目购买方式和承接机构评估
审查机制， 对社工站的硬件设
置、制度建设、人员配备、统一
标识等方面明确标准， 确定了
全市社工站建设的时间安排和
实施步骤。

下一步， 兰州市民政局将
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高
站位推进、高质量规划、高标准
落实，打造“一站一品”，形成社
工站（室）建设“兰州样板”，推
动落实全市乡镇（街道）社工站
建设实现全覆盖的任务目标，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打通
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

（据兰州市民政局）

西藏拉萨：
推进乡镇（街道）“双语”社工站建设

为积极贯彻落实“困难群众
保障、基本养老服务、基层社会
治理”等多项涉及民政的重要工
作内容，拉萨市民政局积极转变
工作理念，实现从“人找政策”到

“政策找人”， 全力推动全市 65
个乡镇（街道）“双语”社会工作
站建设，通过入户建档、个案支
持、小组活动、资源链接等多种
路径，探索社会工作在拉萨市基
层扎根服务的新模式。

据拉萨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前期，拉萨市民政局以
自治区试点工作为契机，全面启
动全市乡镇（街道）“双语”社工
站项目，将原有的 65 个乡镇（街
道）民政事务所统一挂牌为“双
语”社工站，将社会救助经办人
员指定为“双语”社工站专职人
员，实现全市“双语”社工站全覆
盖。 在城关区民政局、达孜区民
政局、堆龙德庆区民政局的大力
协助下， 拉萨市第一批 12 名专
业社会工作者于 2022 年年底至
2023 年年初正式完成拉萨市 3
个县区、12 个乡镇（街道） 的驻

站，并有序通过入户建档、个案
支持、小组活动、资源链接等多
种路径，推动及探索社会工作在
拉萨市基层扎根服务的新模式，
计划到 2024 年年底实现拉萨市
村（居）和街道服务站点达 65%
的覆盖目标。

2022 年 12 月， 拉萨市民政
局举办了拉萨市乡镇（街道）“双
语”社会工作服务站社工首期培
训， 参训的 12 名社工是拉萨市
第一批社会工作者，他们在社会
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劳动
保障、残障康复等社会服务机构
中，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

上述负责人介绍， 为积极探
索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
社会力量参与”的服务提供机制，
加大民政领域社会力量服务力
度， 拉萨市民政局引入各类社会
公益资源为 12个试点（街道）街
道发放爱心物资。 专业社工人员
正式驻站至今， 累计接待困难群
众各类咨询达 500 人次， 对接爱
心人士对困境儿童提供爱心衣物
及学习用品。 （据中国西藏网）

甘肃兰州：
2023年实现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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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全省乡镇（街道）社工站提质增效，进一步提高
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日前，河北省民政厅发布关于

在全省开展乡镇（街道）社工站质量提升年活动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