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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考今日放榜 下周二起填报志愿

填报志愿分两个时段进行，注意避开志愿填报高峰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淑仪 通讯员

粤考宣）

今天，广东高考就要放榜了！今

日 13:45 起，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向已在

高考报名系统绑定手机号码的考生推

送成绩；14:15 起，考生可通过省考试院

官微小程序、百度智能小程序、“广东招

考在线”小程序查询成绩。

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日发布

的《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志

愿填报工作的通知》， 从 6 月 28 日 10:

00 起，考生可到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高考

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

可最多进行 2次取消志愿确认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实行网上填

报志愿。 考生可自行上网或到中学

（报

名点）

， 凭考生号和密码登录广东省教

育考试院高考志愿填报系统

（网址 ：

https://pg.eeagd.edu.cn/ks

）

填报志愿，并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志愿确认。

考生需逐批次填报志愿，在提交某

一批次所填报的志愿后，系统会先进行

志愿校验， 如果出现红色警告字符，则

不符合专业招生条件，该批次所填志愿

将无法保存， 请考生根据提示信息，仔

细核对院校代码、 院校专业组代码、专

业代码，直至修改正确为止。 核对该批

次志愿无误后，请保存所填志愿。

考生志愿未在网上确认前，在规定

时间内可多次上网修改本人填报的志

愿；考生首次“确认志愿”后，如需更改，

可最多进行 2 次取消志愿确认，修改并

重新确认志愿。 取消志愿确认后，无论

是否重新修改，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再

次进行网上确认，否则志愿无效。 录取

时以考生网上最后确认的志愿为准。

在规定的时间内

（第一时段

6

月

29

日

16:00

；第二时段

7

月

4

日

16:00

）

截止

后的 2 小时内考生志愿信息不可修改，

但可获取短信验证码完成志愿确认。 考

生应在志愿确认后，及时重新登录志愿

填报系统查看志愿确认状态。 志愿确认

不设现场签名确认环节。

注意避开志愿填报高峰期

为避免网络“塞车”，请考生注意避

开志愿填报高峰期， 减少连续在线时

间，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完毕。 逾期未填

报志愿的

（含未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志

愿）

，责任由考生自负。 此类考生，只能

在相应批次征集志愿阶段，补报有缺额

计划的院校专业组志愿。 为确保志愿信

息准确，保护自身权益，考生务必妥善

保管好本人的考生号、密码、手机短信

验证码，不得委托他人填报志愿。

（相关新闻见

A05

）

近90万人报考 社会工作者职业日益受认可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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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时段

6

月

28

日

10:00

至

6

月

29

日

16:00

本时段仅填报需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

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

报考上述院校专业组志愿的考生须在本时段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志愿信

息。 其他志愿需在第二时段填报。

第二时段

6

月

29

日

19:00

至

7

月

4

日

16:00

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外的其他所有各批次、 各科类 （普通

类、艺体类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均须在本时段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志愿信息。

填报志愿分两个时段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