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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摇 民政部办公厅

关于公布全国首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民政厅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团委、 民政局: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 《关于组织实施

全国首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示范项目的通知》 (中青办联发

也2014页 9 号) 以来, 各地共申报 229 个项目。 经过资格审查、

专家评审、 社会公示、 组织报批等程序, 团中央、 民政部最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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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 “驻专门学校社工综合服务项

目冶 等 101 个项目为全国首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示范项目。

这批示范项目立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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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领域, 紧扣当地青少年的实际需

求,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 注重运

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 具有突出的专业性; 目标任务明确, 实施

管理规范, 团队建设过硬, 经费保障到位, 具有很好的示范性;

工作思路、 方案设计有新意, 体现运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新理

念、 新方法解决本土化问题的实践探索,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各省级团委、 民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中青联发 也2014页 1 号),

特别是按照 2015 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重点

工作推进会议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 全面做

好示范项目的组织实施、 督导检查、 保障支持、 宣传推介等工

作。 具体要求如下。

1. 加强领导, 争取支持。 要以组织实施示范项目为契机,

推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加强与相关职能部

门沟通协调, 争取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资金保障和工作配合。 对

符合条件的示范项目, 在购买服务、 公益创投、 表彰激励等方面

给予倾斜和支持。

2. 注重统筹, 形成合力。 要完善 “三社联动冶 “两工协作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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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搭建政社合作的渠道, 整合多方资源参与青少年事务社会

工作。 充分调动社区组织、 社会组织、 专业社工等力量, 用好高

校社会工作专业师资力量和志愿者资源, 争取青年企业家协会会

员、 青联委员等的支持, 为示范项目提供人员、 理论、 资金方面

的支撑。

3. 强化督导, 确保实效。 要建立督导检查机制, 通过定期

自评、 适时抽查等方式, 加大对示范项目的检查和督导, 对有需

求的示范项目给予必要的业务指导, 确保项目按进度保质保量推

进。 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将组织专家对

示范项目进行评估, 对评估不合格的, 取消其示范项目资格。

4. 用好经验, 以点带面。 要善于总结提炼示范项目的好经

验、 好做法, 注重培育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和服务机构。 鼓励组织实施省级、 地市级示范项目, 丰

富全国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项目库, 带动各地建立健全覆盖重点

群体、 重点场所、 重点环节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请项目执行单位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提交项目执行报告,

并由各省级团委收齐集中上报。

附件: 全国首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示范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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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首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示范项目名单

(共 101 个)

省份 序号 项目名称 执行单位

北京

(5 个)

1 驻专门学校社工综合服务项目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2 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帮教服务项目 北京市大兴区
朗润社会工作事务所

3 “让爱成瘾冶
———成瘾者未成年子女家庭支援计划 北京厚德社会工作事务所

4 北京 “学习伙伴冶 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学习伙伴冶 志愿服务团队

5 牵手行动———促进社会参与的
流动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示范项目

北京市协作者
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天津

(3 个)

6 12355 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津南分中心社工项目 共青团津南区委员会

7 河西区 12355 活力空间社工项目 共青团河西区委员会

8 河东区 “新心希望冶 青少年社工服务工程 共青团河东区委员会

河北

(3 个)

9 “阳光成长驿站冶
———社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计划

石家庄德正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 “青春正能量冶 保定市南市区 “五失冶
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示范项目

保定市善和社会工作事业
发展中心

11 “青少年 O2O 助长吧冶 社会工作项目 石家庄北极光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山西
(3 个)

12 “小桔灯梦想课堂冶 项目 山西 (太原) 12355
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

13 “打造社区第二课堂冶
———老工业社区青少年抗逆力训练项目 山西铸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4 城市留守青少年关爱行动计划 亲 & 青 Family 阳泉市矿区
青少年社会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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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3 个)

15 “e 路阳光冶 青少年网瘾戒除服务项目 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16 “晨曦引航冶 未成年服刑人员矫正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17 “朝阳计划冶 驻校社工服务项目 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巴彦淖尔市临河分中心

辽宁
(3 个)

18 闲散青少年 “心手相连冶 观护项目 沈阳工程学院星河
青少年社会工作事务中心

19 “七彩阳光 携你同行冶
弱势儿童社会心理支持服务项目

沈阳市沈北新区
青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 青少年社工社区矫正项目 抚顺市青少年教育保护
委员会办公室

吉林
(3 个)

21 青春白皮书: 不良行为青少年
社会工作介入项目

长春市助梦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22 “青翼护航冶 吉林省困境青少年成长项目 长春市宽城区和乐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23 “护航青春冶
辽源市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

辽源市青少年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黑龙江
(4 个)

24 “故事有力量冶
———行为偏差青少年自我叙事与成长项目

黑龙江省大众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25 青少年戒毒及社会融入帮扶计划 南岗黑大社工服务中心

26 “弹性超人冶 ———哈尔滨 1. 2 火灾
受灾小学生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27 阳光家园社区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共青团绥化市委员会

上海
(5 个)

28 驻村·筑 “嘉园冶
———嘉定区来沪青 (少) 年服务项目 共青团嘉定区委员会

29 拘留所违法青少年教育观护项目 共青团浦东新区委员会

30 阳光家园———来沪务工青少年聚居地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共青团青浦区委员会

31 12355 上海青少年维权服务热线项目 上海青春在线青少年
公共服务中心

32 缘聚九点青年中心 “快乐家园冶
寒暑托班服务项目

上海徐汇区漕河泾社区
九点社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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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5 个)

33 “阳光伙伴冶
城市外来未成年人助力成长计划

阳光伙伴常州市
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34 “笑果伴成长冶
特殊家庭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

苏州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中心

35 “快乐朋友圈·青春伙伴汇冶
———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入计划 共青团徐州市委员会

36 不良行为青少年 “绿荫行动冶 项目 无锡市北塘区青梦家园
社工服务中心

37 “After-school 艺起来冶
青少年弱势群体艺术关爱项目

南京市玄武区少先队
社会大队部暨南京艺之行

艺术培训中心

浙江
(3 个)

38 “乐观少年冶 发展服务项目 杭州青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39 新起点护航计划———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未成年受害人观护项目

温州市 12355
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40 巢儿自筑:
流动儿童青少年社区融入支持计划

嘉兴市拾星者青少年
社工事务所

安徽
(4 个)

41 “启梦行动冶
合肥市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发展项目

合肥经济开发区淮生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2 “回家的路冶 偏差行为青少年
社会工作外展服务项目

黄山学院、 共青团黄山市
委员会、 黄山市屯溪区
昱中阳光社工服务社

43 皖北地区留守儿童
“生命滋养冶 服务研究项目

淮南市旭日社会工作
综合服务中心

44 阳光少年———青少年成长教育项目 六安市启明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福建
(3 个)

45 莆糖社区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项目 莆田市阳光青少年事务
服务中心

46 “心心相依 携手同行冶
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项目 共青团宁德市蕉城区委员会

47 “鲁冰花冶 流浪青少年陪伴成长计划 漳州市致尚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江西
(3 个)

48 预防流动人口子女犯罪 “心灵港湾冶 项目 江西省洪宇社会工作服务社

49 脱影而出
———景德镇市青少年阳光成长项目

景德镇市慈缘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50 仙来湖社区青少年幸福快乐成长营项目 新余市渝水区爱家社会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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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4 个)

51 “花 young 年华·家校护航冶
社区困境家庭青少年社工服务项目 济南山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2 “青春同行·益暖齐鲁冶
困境青少年关爱项目

山东省 12355
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

53 启航圆梦———单亲贫困家庭青少年权益
保障服务计划 青岛天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4 “希望乐园冶 社区贫困青少年成长项目 威海市助力社工服务中心

河南
(2 个)

55 郑州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中心
EQ 俱乐部项目

郑州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中心

56 “生命树冶 青少年生命教育社会工作项目 郑州市金水区梓闻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湖北
(3 个)

57 悬崖边的花朵
———边缘青少年帮扶服务项目

武汉爱心天使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58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控辍保学
“小橘灯冶 计划 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9 武汉市不良行为青少年矫正服务项目 武汉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湖南
(2 个)

60 憨儿要工作·春之晖爱心糕点坊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长沙市春之晖
特殊孩子援助中心

61 长沙市 12355 青少年成长服务项目 长沙市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广东
(4 个)

62 “大爱福田冶 ———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程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
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63 “心理护航进校园冶
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计划

东莞市莞香花青少年
服务中心

64 珠海市 12355 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社工项目 共青团珠海市委员会

65 阳光行动
———惠州市青少年健康成长守护工程

广州市天河区启智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西
(4 个)

66 青春新起航
———闲散青少年就业创业服务项目

南宁市绿城青少年事务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7 “心灵成长冶
———关注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成长计划

南宁市江南区青晨青少年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8 “青苹果计划冶 ———柳州市引入青少年事务
社工参与青少年权益监测及保护项目 共青团柳州市委员会

69 “情暖灵山·梦想同行冶 关爱留守儿童项目 灵山县社会工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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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3 个)

70 海口市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项目 海口市友善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71 青少年健康成长辅导项目 海口星海社会工作服务站

72 揭开性的神秘面纱
———性心理教育进驻中学校园项目 海南三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
(3 个)

73 “彩虹守护计划冶 ———渝中区城乡社区
市民学校青少年自护教育社工项目

重庆市万州区青年助学
志愿者协会

74 心薪相映———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社会融合促进服务项目

重庆扬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共青团四川外国语大学委员会

75
“走出樊笼冶

———江北区城乡社区市民学校
困境青少年支持引导社工项目

重庆仁怀青少年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四川
(3 个)

76 城市 “微关爱冶 ———成长 “1+N冶 项目 乐山绿城青少年服务中心

77 社区流动儿童同伴教育项目 攀枝花市援助少年儿童
志愿者协会

78 轻微行为偏差儿童家庭教育支持项目 雅安市民爱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贵州
(1 个) 79 铜仁市特殊群体青少年行为矫正项目 铜仁市儿童福利院

云南
(4 个)

80 昆明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 “彩虹冶 项目 昆明市红嘴鸥
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81 “守护青春冶
———青少年预防艾滋 守护家园性教育项目 云南昆明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

82 青春护航之性健康教育项目 昭通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83 曲靖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社工项目 共青团曲靖市委员会

西藏
(2 个)

84 青少年法庭项目 琼结县人民法院

85 青少年全面培育基地服务项目 拉萨市城关区金珠西路街道
当巴社区团支部

陕西
(4 个)

86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社会工作机制项目 陕西指南针司法社工
服务中心

87 西安市等驾坡社区青少年权益保护项目 陕西妇源汇性别
发展培训中心

88 西安市城中村流动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社会工作示范项目 陕西长安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89 护苗行动
———陕北农村困境儿童社工服务试点项目 榆林市青少年社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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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2 个)

90 青春护航———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街道
青少年成长社区支持计划 甘肃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91 凉州区 “彩虹梦想冶
青少年健康成长关爱项目 凉州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青海
(3 个)

92 绽放的格桑花
———黑马河乡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项目

青海省泽德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

93 “阳光夏都冶 ———西宁市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 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项目

青海省乐平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94 “三社联动冶 关爱留守儿童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西宁市郁金香青少年儿童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宁夏
(2 个)

95 “成长部落冶 青少年关爱支持计划 宁夏阳光正茂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

96 移民地区回族流动青少年
社工服务与救助项目

宁夏昊善社会工作
发展服务中心

新疆
(2 个)

97 “我们在一起冶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项目

共青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委员会

98 春蕾计划服务项目 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
(喀什) 社会工作站

兵团
(3 个)

99 “一米阳光冶 青少年成长发展服务项目 五家渠市青湖路街道团工委

100 阳光成长伴你前行
———关注低保家庭青少年成长服务项目

建筑工程师二钢达丰社区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站

101 让每一个小星星都闪光
———关注重点青少年成长服务项目

图木舒克市青少年事务
社会工作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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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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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12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