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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沙兆华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俗称“社
工”。 在 《湖南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纲要 （2010-2020年）》 中， 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首次被纳入我省人才发展规
划， 与党政人才、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专业技术人才、 高技能人才、 农村实
用人才并为6类主体人才队伍。 近期，
由省委组织部和省民政厅联合下发的
《湖南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
长期发展规划（2012—2020）》（以下简
称 《规划》）， 勾画出我省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未来蓝图。

填补社会制度的缺失和空白
《规划》 指出， 要造就一支规模

适中、 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 为何要建立一支宏
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长沙民政职
业技术学院教授史铁尔说， 最根本的
原因是填补社会制度的缺失和空白。

史铁尔认为， 当前现实生活中，
一些有利的民生政策和制度并没有真
正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还
存在许多不和谐因素， 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缺乏一种常态化的人际沟通， 缺
乏能够解决心理与社会问题、 社会矛
盾的专业化的社会制度安排， 这一制
度就是社会工作制度。 缺乏社会工作
制度是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能否有效
落实， 社会矛盾能否及时圆满解决的
深层次原因。

2007年开始， 民政部先后在我省
长沙市天心区、 开福区， 古丈县等城
乡及社会福利机构展开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试点。

省民政厅社会工作处副处长廖剑
波表示， 通过试点， 目前千余人的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在老年服务、 妇女儿
童服务、 青少年服务、 残疾人服务、
流动人口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但
同时， 刚刚起步的社会工作还存在基
础比较薄弱、 专业岗位缺乏、 专业人
才数量偏少、 队伍素质总体不高等诸
多体制性障碍。

机制政策制度创新
走在全国前列

在长沙市天心区文庙坪社区， 残
疾人工作专干陈建平将残协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 2008年， 他通过了助理
社会工作师考试， 他利用专业知识，
使社区130多位残疾人都得到了全面帮
扶。 但目前， 像陈建平在社工岗位上
有着专业知识的并不多。

省民政厅纪检组长赵强表示， 在
岗位上的没有专业知识， 拥有专业知
识的缺乏岗位， 这是我省社会工作面
临的最大难题， 《规划》 正视这些问
题， 意在建起一个全新的可操作的机
制体系。

首先是机制创新。 《规划》 明确
了建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领
导体制。 组织部门负责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的宏观指导、 综合协调

和督促检查； 民政部门具体负责社会
工作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 推进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其他有关部
门和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推进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其次是政策创新。 《规划》 制定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教育培训规划， 明
确不同地区、 不同领域、 不同层次、
不同类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教育培训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采取特殊优惠
政策、 资金倾斜等方式， 加大农村地
区、 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管理人才、 服
务人才培养开发力度。

再次是制度创新。 《规划》 明确
了职业化发展道路， 重点在民政、 司
法、 残联、 工会、 共青团、 妇联、 卫
生等领域先行先试， 有计划按步骤在
社会福利与救助、 扶贫开发、 就业服
务、 教育辅导、 医务卫生、 法律援助、
社区矫正、 社区服务等领域拓展。 扶
持新成立的民办社工机构， 在创业初
期为他们提供注册协助、 小额补贴、
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实际帮助。

对我省 《规划》 的“三个创新”，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柳拯评价说：
走在全国前列， 解决了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020年社会工作人才
实现“全覆盖”

当前， 培养造就一支数量足、 结
构优、 能力强、 素质高的社会工作服
务人才队伍是首要。 史铁尔说， 当前

社会工作领域分布不平衡， 农村和民
办机构中的社会工作人才极少， 教育
辅导、 医疗卫生、 司法矫治等领域的
社会工作人才极少。 这导致广大农村
地区和众多领域的社会工作发展严重
滞后。

《纲要》 明确了今后人才培养的
重点工程：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工程。
到2015年， 政府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
50%采取购买方式， 强化各个社工岗
位， 到2020年形成全面覆盖、 资源共
享、 稳定有效的社工岗位网络体系。

———民办社工机构扶持和孵化基地
建设工程。 逐步建立10个省级民办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孵化基地， 重点扶持和发
展为老年人、 妇女、 儿童、 青少年、 残
疾人、 失业人员、 低保对象、 受灾群
众、 进城务工人员、 药物滥用人员、 艾
滋病患者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的民办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 到2020年， 培育发展
2000家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社工专业人才服务新农村建
设工程。 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有一家社会工作服务
站， 带动培养4000名农村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 推动解决农村流动人口、 留
守人员以及社区发展方面的有关问题。

《规划》 指出， 到2015年， 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2万人， 到2020
年， 总量增加到6万人， 逐步实现社会
工作服务在城乡、 区域和领域的全覆
盖。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蒋浩） 中小微企业凭借
诚信纳税记录，便能获得一定额
度的信用贷款。记者今天从交通
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该行作为
省内首家与税务部门实现全面
合作的银行， 截至3月底， 已将
“税融通”这项创新业务，做到了
20多亿元的授信额度。

交行湖南省分行于2011年6
月推出“税融通”业务，主要是根
据中小微企业的年纳税额、资产
负债率、信用记录及企业业主从
业经验等状况， 以便捷的方式，
对按时足额缴税的中小微企业
提供信用贷款。该行规定，连续

两年按时足额纳税，且上一年度
纳税总额达到一定金额，或近两
年内被税务部门认定为Ａ级纳
税信誉等级单位的企业，都可满
足申报条件。

“税融通”业务倡导“以信养
信”，变信用为激励。我省税务部门
也已提出今年要巩固完善“税融
通”等现代服务措施，继续加强依
法诚信纳税激励。据悉，为更好推
进这项业务，交行湖南省分行配备
了专业服务团队、打通了绿色审批
通道，并构建起了支行网点对口联
系地税、 国税多家分局的合作系
统。目前，“税融通”先后获得长沙
市小微金融创新产品等多个称号。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柳德新）
确保群众在山洪暴发时尽快逃生，
监测预警十分关键。省防指近日部
署，全面检查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
措施，确保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信息发得出、广播叫得响”。

2010年汛末到2012年， 我省
在96个县（市、区）开展山洪灾害防
治非工程措施建设， 总投资5.76亿
元， 新建监测预警系统平台96套，
雨量站、水位站和雨量水位一体站
3200多个， 预警广播主站2300多
个。 在2012年汛期，96个项目县的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投入试运
行， 并发布预警短信153.5万条次，
涉及相关防汛责任人12.1万人次，
启动预警广播1.1万站次， 帮助近7
万名受山洪威胁群众成功避险。

省防指近日组织5个检查组，
分赴11个市（州）的26个县（市、区），
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备
汛专项检查，对部分县（市、区）存在
的预警广播无法启动、雨量遥测站
太阳能板损毁、县级操作人员业务
不熟等问题，省防指要求务必在主
汛期来临之前全部整改到位。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曹娴）
2013年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
谈周（简称“港洽周”）将于6月在
香港举行。今天，港洽周组委会
秘书处透露，经过初步整理和筛
选，港洽周期间，全省拟发布重
大招商项目400个， 总投资约
1600亿美元。

此次港洽周将主要安排5项
重大活动、8项专题招商活动以
及市州招商活动。其中，重大活

动包括湖南省情推介暨重大招
商项目发布会、高层拜访、港澳
政协委员座谈会等。专题招商活
动包括湖南企业香港行座谈会、
湖南绿色宜居城镇建设项目推
介会、港湘现代服务业对接洽谈
会等。目前，所有市州都在紧张
调度收集拟签约项目。 据介绍，
已收集的71个拟签约项目，总投
资逾78亿美元；其中，投资过亿
美元项目21个。

从“空白”到“全覆盖”
———解析湖南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

“税银合作”
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通道

截至3月底交行湖南省分行授信总额逾20亿元

湖南“港洽周”6月香港举行
拟发布400个重大招商项目

“信息发得出，广播叫得响”
我省全面检查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

日前 ，长
沙市首个智能
家庭样本亮相
长沙市芙蓉区
韭菜园街道军
区社区。 无论
人在哪里 ，只
要有网络 ，就
能用手机遥控
家里的空调 、
电视机等 ，让
人充分享受智
能 生 活 的 惬
意。 本报记者

郭立亮摄

本报4月24日讯 （通讯员 尹驰
肖文淑 记者 张斌）今天，在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的一起未成年被
告人故意伤害案件中，来自雁北监狱
的女警官肖云芳以合适成年人的身
份到庭参加庭审，维护未成年被告人
小刚（化名）的诉讼权利。这是新修改
的刑诉法正式实施后，我省首次合适
成年人替代出庭的未成年人案件。

17岁的高中学生小刚是常宁人，
因帮同学打架， 持刀将另一同学刺
死。 案件起诉到衡阳中院后，该院未
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通过庭前社
会调查了解到，小刚2岁丧母，父亲患

有间歇性精神病，他从小被寄养在姑
妈家，但学习刻苦，是一位勤劳懂事
的好学生。但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成长
经历，也养成了他固执、自卑、孤僻的
性格和哥们习气。 合议庭于是指派
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义工肖云芳作
为合适成年人出庭， 以维护小刚的
诉讼权利。

根据新修改的刑诉法第270条
之规定， 在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庭的
情况下，合适成年人的替代出庭，从
程序上确保了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
权利得以实现， 提升了法庭教育和
判后矫正的效果。

维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

我省首次合适成年人替代出庭

政策�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