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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共青团权益

工作简报
2017 第 10 期

共青团广东省委权益部编 2017年8月16日

编者按：为贯彻省委主要领导关于广东共青团参与青少

年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广东共青团于 2016 年 12 月启动“伙

伴同行”粤东西北地区青少年社区矫正帮扶计划，引进 11

家珠三角社工机构结对指导 12 家粤东西北社工机构持续、

专业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 2017 年 6 月，团省委权益

部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对粤东西北 11 个

地市展开“伙伴同行”项目中期评估。评估以听取项目汇报、

查阅资料、考察场地、现场访谈、反馈建议等形式，给予综

合评价、提出合理建议。现将中期评估情况整理编发，供全

省各级团组织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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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 年“伙伴同行”粤东西北地区

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中期评估情况的通报

为贯彻省委主要领导关于广东共青团参与青少年社区

矫正工作的具体要求，广东共青团 2014 年试点取得进展后，

于 2016 年 12 月按项目评审程序启动了“伙伴同行”计划，

确定了共青团联系紧密的 12 个粤东西北地区项目承接机构

和 11 个珠三角地区精准帮扶机构（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结对帮扶 2 个），紧紧结合广东共青团改革要求，在

地市团委具体指导下，积极动员社会力量与司法矫正部门协

作，开展广东共青团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

2017 年 6 月，团省委权益部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

与研究中心对粤东西北 11 个地市展开项目中期评估，以听

取项目汇报、查阅资料、考察场地、现场访谈、反馈建议的

方法，严格把关项目的操作机制、人员配备、制度完备、服

务实施、创新亮点，指出存在问题、给予综合评价、提出合

理建议。现将具体通报如下：

一、项目进展情况

“伙伴同行”计划是广东共青团动员社会组织力量，引

入珠三角优质社工资源，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采取项目

化运作方式，通过建立与粤东西北地区社工机构的帮扶关

系，并加入第三方专业评估团队的模式，来精准开展广东共

青团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



- 3 -

（一）承接项目机构各项服务指标基本达标

粤东西北各地市团委积极发挥群团优势，联系并带领项

目承接机构与司法部门进行沟通，通过建立档案、专业个案

开案、上门探访、电话探访等工作，摸清了工作对象、明确

了服务主体，取得了初步进展。截止 2017 年 6 月，粤东西

北地区 11 个地市共计完成建档任务数 421 个，落实重点专

业个案 43 个、上门探访 478 人次、电话探访 747 人次，详

见表一：

粤东西北地区项目承接机构名称

建

档

/个

专业

个案/

个

上门

探访/

人次

电话

探访/

人次

清远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0 2 20 20

韶关市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 31 4 31 31

河源市源城区明镜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44 8 8 0

梅州兴宁市宁江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63 10 62 78

揭阳市天蓝心理服务中心 15 0 3 26

汕头市暖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 3 12 12

汕尾市海丰县鼎泰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44 6 64 53

云浮市扬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9 2 26 79

茂名市优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5 4 67 36

湛江培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2 4 10 62

阳江市京师社会工作中心 26 0 175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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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421 43 478 747

表一 粤东西北地区各地市项目承接机构指标完成情况

1.建档工作完成情况良好。一是大部分机构均能完成建

档工作的数量要求，特别是茂名、湛江、梅州地区，更是在

保证专业性的同时超过了中期建档要求；二是各机构建档水

平较高，落实工作比较认真，特别是梅州、汕尾、茂名、阳

江地区还得到了当地司法部门支持，获得资料详实有效，开

展工作循序渐进。

具体粤东西北地区各地市项目承接机构建档数量见图

一：

图一 粤东西北地区各地市项目承接机构建档数量

2.专业个案开案工作进展顺利。一是各机构均能按照项

目要求，经过反复对比和科学性化论证，甄选出专业个案，

及时建档立卡，深度跟踪服务。梅州、汕尾、河源、汕尾的

开案工作开展较好，整体进度较快；二是各机构均能充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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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珠三角督导经验，虚心请教，落实好个案区分工作，并针

对不同犯罪青年制定吻合的社矫帮扶计划，凸显“助人自助”

特色。

各地市专业个案开案数量见图二：

图二 粤东西北地区各地市项目承接机构专业个案开案数量

4.上门探访和电话探访工作出色。经核查，各地市机构

都能够较高质量的跟进上门探访和电话探访专项工作，不论

是项目质量上还是完成数量上，都体现出项目机构的主观能

动性。

各地市项目承接机构上门探访及电话探访数量见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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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粤东西北地区各地市项目承接机构上门探访及电话探访数量

（二）团组织、司法部门、社工机构建立起多方参与的

良性互动机制。

经过半年的努力工作，各机构在团委的指导下久久为

功、逐步推进，先后在 2017 年上半年召开了多系统、多部

门参与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专项协调推进会，初步探讨在

司法社矫部门主导下共青团引导和动员社会力量开展青少

社区矫正柔性帮扶的工作模式，厘清了共青团积极主动参与

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权责关系，为“伙伴同行”计划的下

一步工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制度保障，更好地展现出了共青

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存在价值。一是韶关团市委和司法局

于 3 月 31 日率先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韶关市“伙伴同行”

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方案>的通知》；二是阳江团市委和司法

局创新委托京师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了一定范围内 25 岁

以下的矫正青少年的报到、管理，以及“双八小时”的管理

与服务工作；三是汕头、潮州团市委联合司法局召开“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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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项目推进会，结合当地实际选取重点服务区域，为社

工机构开展工作提供多方协作和支持。项目基本具备把社工

发展成为个案管理者的基础，进一步链接当地“专家联盟”

专业资源，创新凸出当地特色团青工作。四是梅州兴宁团县

委正在筹备建立“专家联盟”，凭借社会现有资源为社矫青

少年提供多方面专业辅导，出现了经验丰富的返乡青年社工

投身社会服务的案例，延伸了“伙伴同行”的帮扶理念。

（三）建立了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为参与主体的社区教

育帮扶体系。

各地市团委联合司法相关部门，本着柔性帮扶原则，充

分尊重社区矫正青少年群体，坚持以青年发展理念，创新推

出以社区矫正青少年群体为主体的社区服务活动。茂名团市

委通过组织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参与公益活动的模式，让茂

南区 7 名 25 岁以下社区矫正人员、电白区 10 名 25 岁以下

社区矫正人员与 4 名普通志愿者共同参加了 4 月份的敬老院

公益活动，引导社矫青少年主动奉献，获得司法部门肯定。

为了进一步探索，茂名还指导本项目社会服务机构分别与团

茂南区委和茂南区社区矫正中心、团电白区委和电白区社区

矫正中心，结合当地实际成立“青少年社区矫正社工服务

站”，让社矫青少年参加志愿服务，用主动体验方式开展品

德教育。

（四）打造了“团干部+社工+志愿者”联动的青少年社

区矫正工作队伍。

一是各地市都建起了多系统联合参与的青少年社区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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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工作队伍。在团市委、市司法局的带领下，清远按照“干

部+社工+志愿者”的工作模式，率先在全市 8 个县区内建立

起“向阳花”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志愿服务队，成员由所在

地团委、司法局人员以及社工、志愿者构成，投身青少年社

区矫正工作；河源初步建立了以共青团工作者、司法行政工

作者为核心，社会工作者辅助，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四位

一体”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格局，着力帮助 25 周岁以下

的社区矫正青少年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

各地市都非常重视志愿服务专业能力提升，清远市大同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与结对关系的东莞普惠社工机构组成社工联

盟，为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部门人员和志愿者提供了

多次培训，覆盖 8 个县区共计 24 人参加；深圳市南山区南

风社会工作服务社为河源市源城区明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配备了 2 位中级社工师，分别作为项目督导和督导助理，通

过各种途径进行了多次督导，做好了详细督导记录，全面给

予指导。

（五）初步完成了青少年事务社工发展专项调研

粤东西北地区的项目承接机构均能够立足实际，大胆创

新，在地市团委和司法部门的支持下延伸具体工作，进行了

较为详实的需求调研，并形成了专项调研报告。这既有助于

机构精准掌握社矫青少年的服务需求，更好地提供个性化服

务，又能摸清摸透区域内社矫青少年群体的个性特征、兴趣

爱好、社会关系、理想信念等，为日后共青团与青少年工作

决策咨询做好支撑。随着项目不断深入开展，粤东西北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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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承接机构在努力推动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外，还完成

了个案工作调查、协助开小组、举办社区活动、培育志愿队

伍等工作，不仅深度走进了社矫青少年的内心，建立起朋辈

信任关系，还获得了司法部门的理解和肯定，为共青团进一

步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创造了条件。

二、存在主要问题

（一）项目承接机构开展社会服务的专业能力不足

一是部分机构需要充分尊重项目协议，保证好社会服务

工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按照协议要求配齐专职项目社工

和社工助理；二是机构主动向督导求学不够深入，询问具体

实操问题不详细，表现在筛选服务对象成为专业个案的标准

上理解不透，表现在典型个案跟踪服务上把握不准；三是项

目社工开展专业个案的水平参差不齐，深入面谈沟通较少，

花精力在解决服务对象实际问题（如：社矫青少年的返学、

就业问题等）上的效率还不够高，跟踪服务的意识和志愿者

奉献的理念还需加强。

（二）项目承接机构对团市委要求的执行力度不强

一是服务态度，少部分机构在配合团市委工作上不够积

极，与当地司法部门沟通不太顺畅，存在没有按照团省委相

关要求，主动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现象；二是服务地

点，出现机构未按照团市委工作安排，过于强调机构发展局

限和地域服务难度等情况而擅自开展工作情况；三是服务资

质欠缺，个别机构法人变更频繁、服务地点设施简陋、项目

社工团队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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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开展思路

“伙伴同行”项目在共青团和司法相关部门的推动下，

在珠三角结对帮扶社工机构的大力支持下，粤东西北各地市

的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都有了一定程度改善，各项工作都按

部就班向前推进，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之间的联动效果

有所起色。为更好推动共青团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在全

省范围内继续向前发展，现提出以下几点具体建议：

（一）科学合理、公平公正地对项目中期评估情况进行

总结，建议由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继续给予专

业支持，出具好中期评估报告，并从第三方专业机构角度指

出具体问题，科学提供项目运营过程中常见问题的解决措

施，加深各地市之间实操能力的学习和交流，深化项目实施

要求，提高工作专业水准。

（二）继续开展 2017-2018 年度的“伙伴同行”计划，

建议在保障项目开展延续性同时，以深化本项目影响为载

体，对接好中山大学研究生社工服务团项目，进一步增强青

少年社会组织和青少年事务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深化青

少年社会工作多元化参与机制，持续培育和推动好粤东西北

地区与珠三角地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的协同、高效、向前发展。

（三）积极鼓励粤东西北地区项目承接机构立足当地实

际，当好广东共青团服务青少年的专业社会组织，务实深根

个案；同时，建议由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科学

选择基础较好的机构，跟踪好3-5个有突出成效的具体案例，

准备好特色亮点案例，筹备案例成果汇编，不断推进粤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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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青少年社区矫正模式的有意探索。

（四）紧紧结合团中央联合民政部、财政部下发的《关

于做好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按照政府购

买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清单，积极探索，敢于创新，选择

好既新型又合理、既科学又高效的委托服务方式，科学开展

今后工作。与此同时，建议各级团组织要积极争取财政、民

政、司法等部门的资源，擦亮共青团牌子，打造代表性强、

影响力大、服务效果明显的青少年事务社工品牌项目，更好

的突出群众性。

附：中期评估机构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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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期评估机构评价表
中期评估

等级
粤东西北地区机构 珠三角对接督导机构

优秀

茂名市优正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江门市朝阳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汕尾海丰县鼎泰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至诚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阳江市京师社会工作

中心

广州市尚善社会

服务中心

良好

清远市大同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东莞普惠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汕头市暖阳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韶关市恒福社会工作

服务社

东莞莞香花青少年

服务中心

梅州兴宁市宁江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惠州市元点社会工作

促进中心

湛江培力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珠海市凤凰青少年

服务中心

合格

河源市源城区明镜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

工作服务社

揭阳市天蓝心理

服务中心

中山市香山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云浮市扬帆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广东省晨曦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注：同等次排名不分先后，按各机构名称首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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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团中央社会联络部、省司法厅

社区矫正局

发：各地级以上市团委

共青团广东省委权益部 2017 年 8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