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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民政部、乡村振
兴局关于乡村振兴的“牵手计
划”，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去年
八月在宁夏召开了全国首届社
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大会。 此次
会议为乡村振兴所需资源的有
效链接和相关各方的通力合作
搭建了平台，包括中国建设银行
在内的多家政府机构、 企业、高
校、社工组织参加了会议，各方
围绕主题分享交流经验、签订合

作协议。
根据大会精神，中国建设银

行总行乡村振兴金融部充分发
挥金融惠农的优势，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与宁夏分行迅速成立了
支持宁夏乡村振兴发展专班，从
项目立项、审核、开发等环节优
先安排、专人指导，仅用两个月
时间就创新推出“裕农快贷—建
业贷”农户信贷线上产品。

该产品用新金融思维发挥

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作用，
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的农村居民收入监测平台数据
实现连接，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
法， 对全区 114.1 万户、382.9 万
名农民进行信用画像，通过自主
设计授信模型、 贷后监测模型，
帮助农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
把数据变为新资产”；通过“建行
手机银行”APP 或“裕农通”APP，
实现线上申请、随借随还、信用
放款、优惠利率（年利率 3.95%），
实现了农户贷款“容易、便宜”，
充分彰显出建行新金融和社会
工作相结合的“政治性、人民性
和专业性”。

宁夏分行“裕农快贷-建业
贷”推出后，受到了广大农民朋
友的广泛好评和喜爱。 宁夏分行
还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组织力量参与服务，确保惠农资
金落户到手。 目前贷款已经覆盖
自治区 90%以上的行政村，惠及
农户近 2 万户， 授信金额超 26
亿元，实际贷款支用超 17 亿元。

惠农贷款到农家，深受农民
和乡镇领导的欢迎。 得到贷款的
农户纷纷表示， 通过工作人员
“手把手” 耐心服务， 依托建行
APP 的科技手段，很快就完成了
贷款申请，资金到账很快，利息
也很低，正值春播育种的关键时
刻， 大大减轻了农户的资金压
力，也让大家对今后的营生更有
信心。 乡镇负责人也表示，建行
的惠农贷款来得及时， 服务周
到， 是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典
范，对之后的农村建设、乡村振
兴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下一步，建行宁夏分行将按
照党的二十大关于乡村振兴的
发展战略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
委书记梁言顺在自治区党委十
三届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要求，
继续执行宁夏会议和“牵手计
划”工作部署，以乡村全面振兴
样板区建设为引领，积极履行国
有大行服务“国之大者”职责和
担当，在宁夏各级社会工作者的
协助下，通过各种方式推动贷款

资金“用到位”、资助项目“结硕
果”，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乡村振兴总目标，以金
融力量助力城乡居民实现共同
富裕。 2023 年，建行预计支持农
村居民 4 万户，新增农户贷款 30
亿元；另外，建行正在创新支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品，计划
在灵武分行试点，打磨出“灵武
模式”， 为在全区推广复制积累
经验。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也将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继续
发挥全国性社会工作行业组织
的枢纽作用， 搭建更多服务平
台，链接更多社会资源，引领全
国社会工作者发挥专业优势，运
用专业方法，积极参与乡村社会
治理、产业发展，为“牵手计划”
赋能，为乡村振兴助力。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牵手计划”开红花 十七亿元到农家
建行宁夏分行落实全国首届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大会纪实

3 月 11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委员会
更名换届大会暨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社会心理服务团成立大
会在京召开，会议采用线下线上
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中国法学会
副会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原副秘
书长王其江，国家心理健康和精
神卫生防治中心副主任黄长群，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
作司副处长张静，中国心理学会
候任理事长苏彦捷，中国社会心
理学会前任理事长许燕，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雪峰，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
长陈存根，党委书记、副会长周
惠，副会长兼秘书长康鹏，特约
咨询专家高建国，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主任
刘正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心
理访谈》栏目制片人、主持人沙
玛阿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
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副会长杨
波等来自社工、心理学、法学、医
学、媒体等领域的专家和社工联
会员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加强心理健康服务、 健全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提升人民群众
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 培育良
好社会心态的重要举措， 是促进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基础性工作。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社会广泛关
注。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心
理服务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的领导下， 由原心理健
康工作委员会更名成立， 致力于
推进中国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专

业化、职业化的发展。此次更名换
届大会确立的“社会心理服务的
新时代新征程”主题，很好地顺应
了时代的呼唤和民众的期盼。 会
上，康鹏宣读更名换届批复，周惠
向新任总干事杨波颁发聘书。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央政
法委员会原副秘书长王其江，国
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
心副主任黄长群，民政部慈善事
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副处长张
静，中国心理学会候任理事长苏
彦捷，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前任理
事长许燕对委员会的成立表示
祝贺，期待委员会在社会心理领
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中，张静表示，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心理健康委员会更名为
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委员会， 顺应
了国家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的要求， 回应了社会心理服务在
理论研究和实务推进上的内在需
求，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
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
用，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 她对下一步社会心
理服务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三点建
议：第一，确保正确发展方向，科
学研究部署工作；第二，引领专业
发展，推进社会治理；第三，加强
内部管理，完善组织建设。

陈存根代表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对大会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的
祝贺。他表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是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
的题中要义和重要保障， 为增强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共同缔造和谐美好社会保驾护
航。 陈存根希望委员会不仅是在

名称上有所调整， 在今后的工作
中更要名副其实地做到引领和推
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并结
合党中央、 民政部以及联合会的
相关要求， 对今后社会心理服务
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提三点期望：
第一，加强体系建设，制定规范与
标准； 第二， 坚守为人民服务初
心，让群众“心有所依”；第三，汇
聚各方力量，加强品牌培育。

杨波介绍了管理委员会产
生情况并公布管理委员会成员，
宣读《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
心理服务工作委员会管理办
法》，汇报当前阶段工作进展，颁
发会员范围代表牌匾。

陈存根向社会心理服务团
团长吴坎坎、副团长陈渝方和 25
位在场的团员代表授旗。

吴坎坎代表团员发言， 他表
示， 我们这代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者生逢其时，见证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心理服务的发展和壮大，服
务团将在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的
领导下，不断发挥社会工作者和心
理工作者的专业优势，面向社会公
众普及社会心理知识、培育积极社
会心态、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支持
基层社会治理和多元矛盾化解，
助力平安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坚持不懈的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心

理服务，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不懈奋斗。

陈渝方在发言中表示， 服务
团将依托全国的团员把心理危机
干预与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相结
合，帮助缓解压力、减少社会性的
焦虑与恐慌， 减少没有必要的生
命伤亡与伤害， 最大力量地维护
人民的平安和幸福生活， 并通过
服务两个大货车司机家庭的案例
讲述了服务团的工作模式。

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就社会心理服务的边界和伦理、
社会心理服务的专业技能需求
等进行了研讨和分享。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向社会心理服务团团员代表授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