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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要坚持合作发展，

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新冠肺炎

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影响交织叠

加，为各国发展蒙上阴影，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

危机会带来失序，也会催生变革，

关键取决于如何应对。金砖国家

应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

通，共同应对减贫、农业、能源、物

流等领域挑战。要支持新开发银

行做大做强，推动完善应急储备

安排机制，筑牢金融安全网和防

火墙。要拓展金砖国家跨境支

付、信用评级合作，提升贸易、投

融资便利化水平。中方愿同金砖

伙伴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

深走实，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再出发，构建全球发

展共同体，助力实现更加强劲、绿

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第三，我们要坚持开拓创新，

激发合作潜能和活力。企图通过

搞科技垄断、封锁、壁垒，干扰别

国创新发展，维护自身霸权地位，

注定行不通。要推动完善全球科

技治理，让科技成果为更多人所

及所享。加快金砖国家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建设，达成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框架，发布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合作倡议，为五国加强产

业政策对接开辟新航路。着眼数

字时代人才需要，建立职业教育

联盟，为加强创新创业合作打造

人才库。

第四，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

凝聚集体智慧和力量。金砖国家

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也不是排外

的“小圈子”，而是守望相助的大

家庭、合作共赢的好伙伴。5年

来，我们在疫苗研发、科技创新、

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金砖+”活动，为

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搭建了新的合作平台，成为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

合作、实现联合自强的典范。新

形势下，金砖国家更要敞开大门

谋发展、张开怀抱促合作。应该

推进金砖扩员进程，让志同道合

的伙伴们早日加入金砖大家庭，

为金砖合作带来新活力，提升金

砖国家代表性和影响力。

习近平强调，作为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我们在

历史发展关键当口作出正确选

择，采取负责任行动，对世界至

关重要。让我们团结一心，凝聚

力量，勇毅前行，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人类美好

未来！

与会领导人感谢中方主办此

次领导人会晤以及为推进金砖合

作所作努力，认为在当前充满不

确定性的国际形势下，金砖国家

应该加强团结，发扬金砖精神，巩

固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各种

挑战，把金砖合作提升至新水平，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国领导人围绕“构建高质

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

代”的主题，就金砖国家各领域合

作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一

致认为，要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全

球治理民主化，维护公平正义，为

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

和正能量。要共同防控疫情，发

挥好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等机

制作用，促进疫苗公平合理分配，

共同提升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

力。要深化经济务实合作，坚定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反对单边制裁和

“长臂管辖”，加强数字经济、科技

创新、产业链供应链、粮食和能源

安全等领域合作，合力推动世界

经济复苏。要促进全球共同发

展，着眼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需

求，消除贫困与饥饿，携手应对气

候变化挑战，加强航天、大数据等

技术在发展领域的应用，加快落

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为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作出

金砖贡献。要加强人文交流互

鉴，在智库、政党、媒体、体育等领

域打造更多品牌项目。五国领导

人同意，在更多层级、更广领域、

更大范围开展“金砖+”合作，积极

推进金砖扩员进程，推动金砖机

制与时俱进、提质增效，不断走深

走实走远。

会晤通过并发表《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

会上，五国领导人听取了金

砖有关合作机制代表工作汇报。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会晤。

四、标的展示期：2022年7月1日、4日、5日。

五、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22年7月6日下午5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办理参拍手续截止时间：2022年7月7日下午5时，

保证金交款账户及具体参拍手续详见网站。

六、办理参拍手续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南路58号方舟一号建筑产业中心大楼2层大厅1、2号窗口。

联系电话：0757-81631275 网址：http://www.nanhai.gov.cn/fsnhq/bmdh/sydw/ggzyjyzx/jyxx/

受委托，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流转服务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公联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22年7月8日（星期五）上午9:00通过
中拍平台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联公司拍卖标的如下：

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流转服务有限公司
佛 山 市 公 联 拍 卖 有 限 公 司拍卖公告

2022年7月8日上午9:00开始

公告号

1

标的名称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官窑惠群路15号

参考面积
（㎡）

731.35

参考价
（元）

3800000

保证金
（元）

760000

2022年7月8日上午9:00开始

公告号

5

6

7

8

9

10

11

12

13

标的名称

南海某中学部分废旧资产一批

南海某行政执法办公室废旧资产一批

南海某实验中学废旧资产一批

南海某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废旧资产一批

南海某中学饭堂部分废旧资产一批

南海某文化娱乐发展公司废旧资产一批

粤Y0W810捷达牌小型轿车

粤YZ6683捷达牌小型轿车

粤Y0W805捷达牌小型轿车

参考价
（元）

11960

6726

3315

1010

320

2860

5000

5000

5000

保证金
（元）

2400

1300

670

200

60

570

1000

1000

1000

三、流转公司与公联公司拍卖设备、车辆类标的如下：

二、流转公司与公联公司拍卖房产类标的如下：

2022年7月8日上午9:00开始

公告号

1

2

3

4

标的名称

南海市沙头镇西桥管理区
楼涌社（房产证号尾数564）
南海市沙头镇西桥管理区
楼涌社（房产证号尾数566）
南海市沙头镇西桥管理区
楼涌社（房产证号尾数562）
南海区松岗镇南国桃园香格
里拉花园B座公寓8号车位

参考面积
（㎡）

90.83

90.83

90.83

30.86

参考价
（元）

359712

359712

359712

108000

保证金
（元）

72000

72000

72000

2200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举行

2022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资格考试于6月18日、19日举

行。今年约89万人报考，再创历

史新高。

社工是社会工作者的简称，并

非“社区工作者”，其工作内容涵盖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脱贫攻坚

到乡村振兴，从社会救助到儿童保

护，从社区矫正到禁毒戒毒，从灾

后服务到疫情防控。社工是基层

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近年来，社工职业资格考试

报考人数逐年大幅递增。报考受

欢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社工工

作前景如何？

报考人日益增多
董雅妮从福建医科大学社会

工作专业毕业后，进入福州市幕

派戒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

她注意到，近两年参加社工职业

资格考试的人日益增多。

“身边的社工专业毕业生如

果继续从事这一行业，一般都会

选择考证。”她说，“考证热从侧面

反映出，社工行业正得到社会更

多认可，越来越多人开始了解这

个行业。”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分

为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

和高级社会工作师三个级别。考

证有一定门槛，如对于助理社会

工作师，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应届

毕业生可以报考；取得其他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从事社会工

作满2年可以报考；取得其他专业

大专学历的，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
可以报考。

据统计，2019年以来，社工

职业资格考试报名人数逐年大幅

递增，每年增加10余万人；考生

涵盖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从业

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高校

社会工作专业应届毕业生等。

据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秘书长

邹学银介绍，今年大约89万人报

考，再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的社工考试热具体表

现为，其他专业人才报考人数越

来越多，民政系统以外的人报考

人数越来越多，社会组织从业人

员报考人数越来越多，基层社区

工作者报考人数越来越多。

邹学银介绍，社工职业资格

考试通过率各年不尽相同，以助

理社会工作师为例，据统计，近五

年平均通过率为22%。

为何升温？
社会治理对专业社会工作者

的需求持续增多，是社工职业资

格考试热不断升温的重要原因。

邹学银说，随着社会治理精

细化水平的提升，社会工作职业

分工也不断细化，社区、养老、医

疗、禁毒、司法、教育等各领域社

会工作就业需求越来越大。如民

政部发布的一份文件就提出，

2022年底前，培养培训10万名

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

“当前专业社工人才数量还

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各领域

的人才缺口都很大，养老服务、司

法、医疗等领域尤其如此。”广西

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

和社会工作处处长蒙昭平说。

一些地方制定了社工专业人

才奖励措施，对从事社会工作满

一定年限并考取社工职业资格证

书的人员给予相应补贴或一次性

奖励，鼓励提升专业化水平。在

蒙昭平看来，这也是专业化服务

力量进入基层治理框架的需要。

曾当选“中国最美社工”的福

州市信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张洁从2008年开始从事社会工

作。“刚开始从事社会工作时，社

会认可度较低；如果有社工证在

手，更易取得信任。”

董雅妮介绍，部分社区工作

者、乡镇和村务工作者考证是出

于工作需要。一些政府购买服务

对社工机构持证率有一定要求。

同时，社工招考竞争压力相对较

小，工作环境较为稳定，工作时间

相对固定，对不少人来说也是一

个不错的就业选择。

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中，社

会工作者也有从一线社工到督

导、机构管理者的进阶渠道。

“社会工作者解决的是困境

群体的问题，通过帮他们对接和

争取资源，能够让他们的困境被

看到，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我觉

得这是一份有职业价值感的工

作。”2018年开始做驻村社工的

黄承艳说，因为自己在人生的某

个阶段“被人点亮”，所以也想去

“点亮别人”。

“社工主要是服务工作，要有

奉献、牺牲精神，对从业者有较高

的伦理和价值观要求。”福州大学

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说。

前景如何？
“发展潜力很大。”邹学银介

绍称，按相关测算，我国需要200
万至300万名社工，而目前我国

有163万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截至目前，取得社工职业资格证

书的有73.7万人。

甘满堂认为，现在是社工发展

的良好时期。一方面，伴随城市

化、老龄化而来的农民工、社区治

理、养老等问题凸显，对社工人才

的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政府

也在推动社工普及，购买服务力度

加大，社工机构数量增加较快。

邹学银表示，社工的职业发

展空间和制度环境将越来越好。

近年来，民政部大力推进乡镇（街

道）社工站建设，到“十四五”末预

计可增加十万余个社会工作岗

位，大大拓展就业空间。

《上海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年上海市社会工作人才总

量达到20万人，持有社会工作者

职业水平相关证书人数达到4.5
万人，街镇社工站覆盖率100%。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与社

会政策系教授张会平表示，在一

些人印象中，社会工作谁都能做，

门槛较低。其实，社工的专业性

很强，需要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具备法律、心理学等相关专业知

识，还要深耕基层，能准确把握群

众需求并及时解决群众难题。

一些基层行政人员反映，现

在社工站全面推开，但由于薪酬

待遇偏低，人才流失严重，不少地

方面临专业人才不愿去、社工站

招不到人的困境。由于缺乏专业

人才，一些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

公共服务的项目中也遭遇流标，

或在中标后被迫中止项目。

值得期待的是，各级政府针

对社工人才的薪酬待遇已出台多

项政策文件。一些地方对政府购

买项目作出细化规定，保障社会

服务项目的专业性和社工薪酬待

遇的稳定性。

张会平建议，社工机构要进

一步提升服务能力，重视社工专

业人才成长，构建专业化、职业化

和充满生机的社工队伍。

邹学银说，社工人才发展的

顶层设计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正

在探索出台有关立法文件。在人

才培养方面，高校要注重从通用

型人才培养走向分领域、分人群

的专精人才培养；社工职业资格

考试要更体现专业性，对专业知

识与实务能力的考查并重。对在

职社会工作者，也要大力开展继

续教育和专业培训，不断提升专

业服务水平。

“社会工作者要做好迎难而

上的准备。”张会平说，面对基层

社会治理挑战，社会工作者只有

真正喜欢并愿意为有困难的人服

务和发声，才能赢得社会认可。

（新华社）

近90万人报考社工职业日益受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