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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

加强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 是共青团有效服务青少年个

性化需求、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 也是破解基层团组

织长期 “缺编制、 缺人员冶 老大难问题的现实选择。 2014 年,

团中央联合中央综治办、 民政部等 6 部委下发了 《关于加强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提出了青少年事务

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 三年来, 各级团组织发挥与政府

职能部门的政策合力, 积极运用符合时代特点的社会资源动员方

式, 着力构建一支稳定专业的基层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 经过持

续努力, 目前全国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规模已达 6. 2 万人,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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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1458 万人次,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工作力量不足、 专

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一、 形成机制, 增强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的稳定性

在 2007 年团中央联合民政部、 人事部等选取的 13 个城市

(城区) 试点基础上, 各级团组织总结经验做法, 着力在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者界定、 选拔、 管理等关键环节形成制度机制, 为

提升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稳定性奠定了基础。

1. 制定政策, 形成制度。 各级团组织主动与地方民政、 财

政、 人社等部门对接, 积极争取业务指导和政策支持。 目前, 所

有省级团委均联合职能部门出台了加强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

的政策文件。 河南、 广西、 云南等省份还召开了青少年社工队伍

建设专题工作推进会, 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或建立了联席会议制

度, 初步形成了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协调机制。

2. 科学论证, 定岗设责。 针对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初建阶

段存在岗位职责不明确、 人才队伍不稳定、 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

题, 团中央社会联络部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 研究并提出了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的界定标准, 明确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服

务青少年成长发展、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冶 三个主要服务领域。

3. 分解任务, 加强督导。 在对各级团组织统筹管理的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进行摸底的基础上, 以各省 (自治区、 直辖

市) 6 至 25 岁青少年常住人口比例为依据, 兼顾各地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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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把到 2020 年建立 20 万名青少年事务社会

工作者队伍的总体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地, 并指导地方拟定年度发

展计划。 同时, 制定了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考核细则, 并将

其结果纳入全国综治工作考评体系, 定期通报进度, 确保工作

落实。

二、 强化培训, 提升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的专业性

依托各级团校、 普通高校和社会培训机构, 各级团组织研究

制定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教育培养规划和培训实施方

案, 逐步形成了高等教育、 继续教育互为补充、 相互促进的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综合教育培训网络, 加快培养青少年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

1. 拓展培训阵地。 通过推动各级团校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

作者培训纳入整体培训规划、 与设有社工专业的高校签订研究培

训合作协议、 积极发挥社会培训机构作用等方式, 逐步建立了一

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实训基地和研究中心, 每年培训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者数万人次。

2. 探索培训路径。 团中央连续两年举办了分别针对专兼职

团干部、 团属事业单位人员、 青年社会组织骨干、 志愿者骨干等

群体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示范培训班; 同时委托有关高校、 科

研院所和社工培训机构, 制定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

大纲, 研发线上和线下培训课程, 为各地开展培训提供课程标

准。 各地团组织也结合实际情况形成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培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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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逐步探索出了 “入职培训与定期督导、 区域化培训与集中培

训、 职业资格培训与学历教育冶 相结合的培训体系, 不断提升青

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和实务能力。

3. 加强人才储备。 各地开展 “社工专业大学生假期返乡实

践计划冶 “青年社工精英培养计划冶 等活动, 在社会实践、 就业

实习、 职业规划中引导更多的大中专学生从事青少年社会工作。

引导专兼职团干部、 青年社会组织骨干、 志愿者骨干等从事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 在吉林、 安徽等试点省份组织、 培训了 4000

余名专兼职团干部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三、 拓宽渠道, 发挥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的实效性

各级团组织一方面 “眼睛向内冶 挖掘团内资源, 一方面

“眼睛向外冶 发掘政府资源、 社会资源, 不断拓宽青少年事务社

工的使用渠道, 并在实践中根据岗位要求研究制定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标准, 为提升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实效搭建

平台。

1. 开发团内社工岗位。 各级团组织在团属的 12355 青少年服

务台、 青少年宫、 青年中心等机构设置社工岗位; 同时招录社工

专业高校毕业生参与 “西部计划冶 “三支一扶冶 等工作。 江苏推

动了 600 个团属综合服务平台设置至少 1 个青少年事务社工岗

位; 天津注册成立了市级青少年事务社工管理服务中心, 2016 年

招录了 165 名专职社会工作者; 云南注册成立了 82 家团属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覆盖全省 16 个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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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各级团组织与民政、 财政、 综治、

司法等部门对接, 积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逐步推动政府从对青

少年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经过努力, 江西等地

推动将青少年事务社工人才培养等内容作为单独条目列入政府购

买服务目录; 湖北等地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资金列入了财

政预算; 广东省 2016 年的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资金达

4. 7 亿元。

3. 推动社会项目示范。 各级团组织整合社会资源, 围绕重

点领域实施专业性的社工服务项目, 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搭

建工作平台。 福建对全省 14 个重点青少年群体社工项目给予专

项经费支持, 为 8000 余名重点青少年群体提供专业服务; 陕西

实施 “青春灯塔冶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工服务项目, 为 12 所

中学 4. 5 万名初高中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山东积极打造 “青

春同行·益暖齐鲁冶 青少年社工服务品牌, 目前已累计争取资金

1500 余万元, 开展活动 2. 4 万余次, 服务青少年群体达 17. 5 万

人次。

按照 《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 提出的 “加快构建 ‘团干部+

社工+志愿者爷 的基层工作队伍, 让基层工作有人干冶 的工作要

求, 2017 年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一是将以能力建设为基础,

细化服务需求, 开发专门课程, 加强系统培训, 强化典型示范,

构建社工人才培训体系。 二是将以岗位开发为重点, 加快建设团

属社工服务机构, 开发专门岗位, 完善薪酬保障、 考核评估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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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政策, 有效发挥社工人员作用。 三是将以行业组织为牵动, 推

动成立各级青少年社会工作行业组织, 加快编制出台青少年社会

工作国家标准, 推动将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支

持范围, 着力提升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的规范化程度。 通过进一

步增强前瞻思维和机遇意识, 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 不断提高青

少年事务社工队伍总体规模和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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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7 年 1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