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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民政厅通过构建 “两纵两
横” 体系， 为乡镇 （街道） 社工站项
目提质升级为专业、 规范的基层社工
站项目提供肥沃的土壤， “禾计划”
项目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

两纵： “规范化管理” 和“专业
化服务” 两条路径

“两纵” 分别是省民政厅—市民
政局—县民政局—乡镇 （街道 ） 政
府—村 （居） “两委” 的行政管理路
径和涵盖省项目办—市级指导中心—
县级总站—乡镇 （街道） 社工站—村
（居） 社工室的多级专业服务网络。

各级民政部门和乡镇 （街道） 作
为政府部门， 从规范化管理的角度出
发， 省级作为规划者， 负责搭建制度
框架， 对基层给予资金支持和技术支
持， 并通过试点示范、 绩效评估等手
段鼓励基层规范管理。 同时， 因地制
宜创新项目管理与服务模式。

市级作为监管者， 主要对县级项
目进行监督和指导， 并加强日常监管
与支持。 县级作为实施者， 负责指导
监督和具体实施本区域内项目。 乡镇
（街道） 作为支持者， 负责提供场地
设 施 和 社 工 食 宿 等后 勤 保 障 。 村

（居 ） “两委 ” 在服务下沉过程中 ，
对社工服务提供资源支持。

专业化服务不仅包括服务项目的
具体实施， 还包括对专业服务的支持
与管理。 省级项目办和市级服务指导
中心由省市两级业务主管部门向社会
组织购买服务， 主要负责开展省市两
级项目的运营和服务支持， 从项目专
业化服务、 规范化管理方面对项目实
施情况进行评估， 并为项目实施提供
技术支持， 包括制定服务标准、 整合
服务资源， 协助指导各级社工站开展
能力建设、 督导培育等。

县级社工总站的工作内容主要是
直接统筹乡镇 （街道 ） 社工站及村
（居） 社工室服务项目具体实施。

乡镇 （街道） 社工站作为项目的
实施主体， 负责调研辖区内民政服务
需求， 实施社会救助、 养老服务、 儿
童关爱、 社区发展治理等专业服务，
培育志愿服务队伍， 为服务对象链接
并精准匹配社会资源。

村（居） 社工室通过整合已有社
区专业服务资源、 将社工站服务覆盖
到村 （居） 等方式， 有效扩大服务范
围， 加强 “五社联动”， 寻求多元服务最
优解。

两横： “民政服务” 和“社会
资源” 两个整合平台

一是民政系统内部服务整合平
台。 以往的民政服务具有政策性强、
服务人群精准的特征， 但多个项目承
接方难以实现同一个家庭中不同服务
对象的服务与资源整合。 通过社工站
这一专业服务平台， 以社会救助专项
资金的 2%为资金主体， 养老、 儿童、
社区等多个民政领域的资金与资源集
中向社工站平台流转， 避免了重复服务
和资源浪费。 同时， 专业社工通过关注
服务对象家庭的整体需求， 能够提出更
个性化、 更专业高效的服务计划。 还
有部分乡镇 （街道） 社工站有效联通
了敬老院、 日间照料中心、 留守儿童之
家、 社区服务中心等民政服务场域。

二是民政外部资源整合平台。 社
工站项目有效实践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 同时有效整合
各级政府部门、 居民群众、 慈善事业、 志愿
服务、 社会组织等多个社会治理参与主
体， 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中政府、 社会、 居民三方资源的有机融
合， 让无数小社工站的 “微” 治理释放
出大能量。 （据 《中国社会报》）

本报讯 （通讯员 鄂立辉 李诗林）
近日， 按照省民政厅党组 “我为群众
办实事” 实践活动工作方案的安排，
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一行前往张
家界市桑植县陈家河镇黄木潭社区，
采用 “大走访、 大调研、 大体验、 大服
务” 的工作方式， 聚焦黄木潭社区居民
“急难愁盼” 问题， 切切实实为民办实
事。 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湖南省社会
组织促进会、 湖南省乐善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湖南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合
会、 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等 9家社
会组织， 以及张家界爱尔眼科医院等 3
家爱心企业。 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果， 赢得了社区居民的高度认可。

积极打造一个 “儿童之家 ” 项
目。 该项目由省民政厅拨付资金， 湖
南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合会提供部分
资金支持 ， 桑植县民政局具体执行，
湖南省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 投
入直接资金 26 万元， 以打造省级示范
儿童之家为目标， 采用 2名专职社工驻
点服务的方式， 为儿童提供照护、 关
爱、 教育等服务。 项目建成后， 将辐射
社区 180 名留守儿童以及 1 所小学、 2
所幼儿园， 为外出务工人员营造安定祥
和的大后方， 从而支持社区经济发展。

组织开展了多项 “教育帮扶” 活
动 。 致力解决一批 “急难愁盼 ” 问
题。 考虑到社区居民文化需求旺盛的
情况， 湖南践行国学基金会向社区锣
鼓队捐赠了鼓、 大锣等民族乐器； 针
对社区医院医疗设备不足的问题， 湖
南省湘雅医学与健康基金会链接资源
捐赠了价值约 48000 元的医疗设备 1
台， 高科技的医疗设备极大增强了社
区医院的救助能力。

湖南省社会组织促进会了解到社
区蟠桃树木产业基础较好的情况后，
积极链接各方资源， 与社区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 计划投入 12 万元资金，

采用专家授课、 协助促销等方式， 打
造社区蟠桃产业基地 ， 推动蟠桃生
产、 加工和销售， 将直接推动社区居
民增收增效。

自今年 4月以来， 社管局先后分 4
批前往黄木潭社区， 开展走访调研、 老
党员慰问、 公益捐赠、 免费义诊、 产业
支持等活动， 共计链接 60 余万元对社
区进行帮扶， 为社区居民解决了一批实
际问题， 确保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 走
实走心。 后期社管局将继续做好黄木潭
社区对口帮扶工作，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
力量， 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为乡村
振兴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思路。

坚持“四个到位”
持续推进殡葬改革

本报讯（通讯员 蔡泽国 彭建）
“黄支书， 我们已经把遗骨都清理
好了， 你们可以叫挖机进场拆除
了。” 10 月 29 日， 在南县华阁镇
同兴村， 随着一座占地近 30 平方
米 ， 底座高 1.5 米 ， 四角亭高 5
米的豪华大墓的轰然倒塌， 该镇
最大的一座豪华墓在墓主亲属的
协作下顺利拆除 ， 这是南县在
“三沿六区” 散葬坟墓生态化改造
的一个缩影。

为切实转变传统丧葬观念 、
破除丧葬陋俗 ， 保护生态环境 ，
节约土地资源， 提升城乡文明建
设水平， 连日来， 南县多举措持
续开展 “三沿六区” 散葬坟墓生
态化改造， 对全县现有的豪华墓
进行集中整治， 全力推进殡葬改
革专项治理行动。

据介绍， 此次行动坚持 “四
个到位”， 即宣传政策到位、 责任
落实到位、 保障措施到位、 舆情
管控到位 ， 持续推进殡葬改革 。
采用村村通广播、 宣传栏、 标语
横幅等有效方式宣传殡葬改革工
作方针 、 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 ，
树立厚养薄葬理念； 各乡镇党委
书记担任第一责任人， 根据 “一
墓一方案” 责任清单， 全面落实
责任包保制度， 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 镇村干部包保到村到户， 从
人员分工、 入户发动、 拆除方式
到激励政策及每个时间节点都做
了精心部署； 目前南县各乡镇第
二处公益性公墓正在如火如荼建
设中， 可为拆除硬化大墓的墓主
免费提供公墓墓穴 ， 免费火化 ，
解决拆除户的后顾之忧， 同时进
一步激励了村民拆除墓穴主动
性； 在整治过程中， 坚持以人为
本、 依法办事， 做好相关政策法
规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我们家一直在长沙经商 ，
不经常回来， 没想到镇、 村的干
部还到长沙给我们宣传政策， 我
们第一时间便赶回来进行了处
理。” 现场村民张某感慨地说。 据
村支书黄金波介绍， 由于陈旧的
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 曾几何时，
流行修建豪华大墓， 少则几万元，
多则几十万元。 开展 “三沿六区”
生态化改造避免了土地资源浪费，
是一项 “功在当代 、 利在千秋 ”
的好事， 村民非常拥护。

“两纵两横”体系助力“禾计划”提质增效

湖南省民政厅社管局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 合力办实群众心上事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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