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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社会心理服务周暨应用交流会组委会 

 

关于举办“首届全国社会心理服务周 

暨应用交流会”的通知 

（第二轮通知）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以及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

危机干预机制”的决策精神，落实落地《全国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部署要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

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在安徽省宿州市举办“首届全国社会

心理服务周暨应用交流会”活动，总结各试点地区有效经验，

探索社会治理、平安建设、民生保障“心”模式，引领社会

心理服务未来发展方向，实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更加全

面、更高质量、更富活力的发展。 

诚挚邀请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各界人士参会！ 

    一、活动名称 

  首届全国社会心理服务周暨应用交流会 

二、活动时间 

2021 年 12 月 16日至 20日（15日报到） 

三、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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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融合、创新、服务、发展”为主题，以“党政领导、

应用主导、学术支持、各方参与”为特色和定位，以“围绕

社会心理服务的实际应用展开”为主线。 

四、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 

中共宿州市委 

宿州市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心理学会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 

支持单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协办单位 

心世界（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威特瑞特技术有限公司 

五、与会嘉宾 

邀请来自 55 个试点城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相关部

门的负责同志做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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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中国

社会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杂志社、高校等嘉宾做主题发言。 

邀请来自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知名组织、机构与

企业负责人做主题发言。 

鉴于国内疫情态势，本次大会将严格遵守国家和所在地

区关于疫情防控的要求，控制线下参会人数，目前正在同步

筹备线上参会和展厅事宜，具体事项会在第三轮通知进行公

告。 

六、活动内容 

活动分为社会心理服务学术交流和社会心理服务应用

展示，交叉进行、互为补充，线上线下同步演绎。 

（一）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暨学术高峰

论坛 

总结三年来各试点城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经验，探

索社会治理及建设平安与健康社会的理论、方法与应用模式，

引领中国社会心理服务的未来发展。 

（二）全国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地区应用成果展示 

全方位展示各试点地区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融入社会治理与群众生产生活各方面的建设进程。 

（三）全国社会心理服务相关企业与产品装备展示 

立体化展示集服务、应用、标准于一体的社会心理服务

产品复合生态链，推动“产学研”链条化、生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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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动邀请 

（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暨学术高峰论坛参

与方 

 

12 月 15 日报道 试点城市研讨会 

时间 议程 主题 

9:00-17:00 参会人员报到 参会人员在 3个报道点领取参会证 

14:30-17:30 专题研讨会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工作研讨会 

 

大会主论坛 

第一天 12月 16日：开幕式、主题峰会 

时间 议程 主题 报告人 

上午地点：体育馆 A区露天会场 

主持人：沙玛阿果 

9:00-9:58  开幕式  

政法委领导致辞 待确定 

卫健委领导致辞 待确定 

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致辞 待确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领导致辞 傅小兰 

中国心理学会领导致辞 赵国祥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领导致辞 张建新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领导致辞 马辛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领导致辞 郑宏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领导致辞 陈存根 

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领导致辞 何立军 

宿州市委政法委领导致辞 待确定 

9:58-10:05 启动仪式 活动开幕启动仪式   

10:05-10:15 

征集活动 

展示 

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展示 活动代表 

10:15-10:25 十佳社会心理服务情景剧展示 活动代表 

10:25-10:35 十佳社会心理服务企业展示 活动代表 

10:35-10:45 十佳社会心理服务社区展示 活动代表 

10:45-10:55 
十佳社会心理服务社会组织 

（机构）展示 
活动代表 

10:55-11:05 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地区展示 活动代表 

11:05-11:15 授牌仪式 产业行业、特色服务点   

11:15-11:30 宣言发布 
主办、支持、冠名、协办单位共

同发布宿州宣言 
各单位代表 



1st National Psychological Public Service Week & Expo   
 

 - 5 - 

11:30-12:00 领导巡馆 领导、嘉宾、媒体代表共同巡馆  

下午地点：妇儿活动中心二楼会议厅 

主持人：沙玛阿果 

14:00-14:20 

主题峰会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与未

来 
待确定 

14:20-14:40 
宿州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经验

详解 
赵学东 

14:40-15:00 科技助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黄峥 

15:00-15:20 
新时代儿童青少年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 
袁存凤 

15:20-15:4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分享 1 
待确定 

15:40-16:00 中场休息 20分钟 

16:00-16:20 

主题峰会 

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心理服务

新途径：身心调节技术的科学基

础与实践应用 

魏高峡 

16:20-16:40 社会心理服务的文化根基 韩布新 

16:40-17:00 待确定 罗劲 

17:00-17:2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分享 2 
待确定 

晚间地点：妇儿活动中心二楼会议厅 

19:00-21:00 心理剧展演 社会心理服务情景剧展演  

 

第二天 12月 17日：主题峰会 

时间 议程 主题 报告人 

上午地点：妇儿活动中心二楼会议厅 

9:00-9:20 

主题峰会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社会

心理学运用 
辛自强 

9:20-9:40 
“十四五”时期健全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的路径 
王俊秀 

9:40-10:0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分享 3 
待确定 

10:00-10:20 
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与协会作用发

挥 
何成森 

10:20-10:40 待确定 待确定 

10:40-11:0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分享 4 
待确定 

11:00-11:2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下的学校生涯

规划建设 
王焕斌 

11:20-11:40 
心理安全感，是社会预防危机事

件的关键 
锁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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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2:0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分享 5 
待确定 

下午地点：妇儿活动中心二楼会议厅 

14:00-14:20 

主题峰会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 
何立军 

14:20-14:40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心理服

务与社会风险管理 
齐中祥 

14:40-15:0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分享 6 
待确定 

15:00-15:20 待确定 刘良玉 

15:20-15:40 待确定 杨刚 

15:40-16:00 中场休息 20分钟 

16:00-16:20 

主题峰会 

社会心理服务框架下中小学心育

的自我更新与优化 
何妍 

16:20-16:4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分享 7 
待确定 

16:40-17:0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分享 8 
待确定 

17:00-17:2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用分享 待确定 

晚间地点：妇儿活动中心二楼会议厅 

 

第三天 12月 18日：主题论坛、分论坛 

时间 议程 主题 报告人 

上午地点：妇儿活动中心二楼会议厅、1-12号会议室(并行) 

9:00-11:30 

艺术与社会

心理服务主

题论坛 

应用戏剧在教育与治疗的实践 张纹珑 

综合艺术治疗应用于自闭症儿童 孔祥雪 

写意曼陀罗艺术疗法（EMAT）在

社会心理服务中的应用 
毕玉芳 

“舞动身心”在社区心理服务中

的实践分享（以上海碧云国际社

区为例） 

程芸 

心理情景剧的创作、演出与评估 王尔东 

音乐治疗在社会心理服务中的应

用 
万瑛 

9:00-17:30 
分论坛 

1号会议室 
学校心育分论坛  

9:00-17:30 
分论坛 

2号会议室 

元认知技术与心理社工创业分论

坛 
 

9:00-17:30 
分论坛 

3号会议室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分论坛  

9:00-17:30 
分论坛 

4号会议室 
心理安全与危机干预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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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7:30 
分论坛 

5号会议室 
传统文化与本土心理技术分论坛  

9:00-17:30 
分论坛 

6号会议室 
心理人才成长分论坛  

9:00-17:30 
分论坛 

7号会议室 
心理服务与产品装备分论坛  

9:00-12:00 
分论坛 

8号会议室 
精神卫生综合服务分论坛  

14:00-17:30 
分论坛 

8号会议室 
公务员心理健康分论坛  

9:00-12:00 
分论坛 

9号会议室 
社区治理与心理矫正分论坛  

14:00-17:30 
分论坛 

9号会议室 
心理社工分论坛  

9:00-12:00 
分论坛 

10号会议室 
互联网与心理产业分论坛  

14:00-17:30 
分论坛 

10号会议室 
文化旅游与营地教育分论坛  

地点：宿州体育馆 

18:30-20:00 体育馆 各参会参展嘉宾交流会  

 

第四天 12月 19日：主题论坛、主题参观 

时间 议程 主题 报告人 

上午地点：妇儿活动中心二楼会议厅 

9:00-11:30 

易术心理剧

与社会心理

服务主题论

坛 

易术心理剧的发展历史及在社会

心理服务各领域的应用与研究 
王尔东 

易术心理剧在精神科临床的应用

与研究 
胡华 

易术心理剧运用于“两癌”女性

康复团体的三年实践 

田江春、费

克家 

易术心理剧在医护领域的应用与

研究 
纪忠红 

易术心理剧在政府职能部门及企

事业单位等行业领域的应用 
钟亮红 

易术心理剧在抑郁青少年家长团

体的应用 
郭小美 

下午地点：宿州市全域 

14:00-17:30 主题参观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优秀地区

经验展览、社会心理服务产品装

备展、宿州服务示范点参观 

三角洲心理绿州、埇桥区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宿州市社会

心理服务体验中心）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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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7:30 主题参观 
心理与科技嘉年华（宿州科技

馆） 
 

 

第五天 12月 20日：闭幕式、主题参观 

时间 议程 主题 报告人 

上午地点：妇儿活动中心二楼会议厅 

并行 宿州市全域参观 

10:00-10:15 

闭幕式 

领导总结致辞 待确定 

10:15-10:30 
参会嘉宾致辞 待确定 

主持人宣布闭幕 待确定 

9:00-11:30 主题参观 宿州社会心理服务示范点参观 待确定 

下午地点：宿州市全域 

14:00-17:30 主题参观 
宿州社会心理服务示范点参观 

宿州心理与文化旅游示范点参观 
待定 

 

主题工作坊日程安排 

第一天、第二天、第四天、第五天 12 月 16、17、19、20 日 

时间 议程 主题 报告人 

地点：妇儿活动中心二楼 1-13号会议室(并行) 

12月 16

日，下午 

主题工作坊 

1号会议室 
修复内在安全感工作坊 

心世界安全

岛计划督导

组 

12月 17

日，1天 

主题工作坊 

1号会议室 
心理热线接听危机干预工作坊 锁朋 

12月 16-17

日，2天 

主题工作坊 

2号会议室 
电影心理咨询技能工作坊   陈渝方 

12月 16-17

日，2天 

主题工作坊 

3号会议室 

国家职业技能高效率学习训练师

（三级）培训鉴定工作坊 
靳丽华 

    

12月 19-20

日，2天 

主题工作坊 

1号会议室 
生涯规划师（中级）工作坊  

雪颖、王焕

斌 

12月 19-20

日，2天 

主题工作坊 

2号会议室 
心理情景剧技能培训工作坊  杨丽春 

12月 19-20

日，2天 

主题工作坊 

3号会议室 

家庭元认知心理教育技术化工作

坊——培养应用心理学专家型家

长的理论与实践   

金洪源 

12月 19-20

日，2天 

主题工作坊 

4号会议室 
电影心理与写作工作坊   许丽霞 

12月 19-20

日，2天 

主题工作坊 

5号会议室 

国家职业技能经络催眠师（三

级）培训鉴定工作坊    
胡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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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9-20

日，2天 

主题工作坊 

6号会议室 
心理咨询师实操技能工作坊 赵丰于桐 

12月 19-20

日，2天 

主题工作坊 

7号会议室 

儿童沙盘游戏心理干预技术工作

坊 
董琳琳 

12月 19

日，1天 

主题工作坊 

8号会议室 
文旅与心理深度融合工作坊 赵媚 

12月 19

日，1天 

主题工作坊 

9号会议室 
心理急救自杀谈判工作坊 

中灾协心理

急救员认证

讲师团 

 

大会主论坛、分论坛均可免费申请参加。大会开设诸

多研修工作坊。社会心理服务周期间宿州全程提供若干社

会心理服务户外示范点以及心理与文化旅游示范点供社会

各界人士进行参观。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13716339364 

（二）全国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地区应用成果展示方 

大会设应用成果展区邀请 55 个试点地区全方位、全景

式、立体化展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式、方法与路径，

供各试点地区互动交流、共享经验、共促发展，为理论创新、

实践应用、产业发展的多方融合、互动增益搭建桥梁。 

主办地宿州市将打造户外社会心理服务建设示范基地

供观摩，通过“室内+室外”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宿州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融入不同领域、行业以及百姓生活的具体做

法和经验。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13695610998 

（三）全国社会心理服务相关企业与产品装备展示方 

1、学术机构展区：特邀全国百余家心理服务相关行业协

会与千余家心理服务机构与会，共同探讨“大众需求—政府

指导—专家支持—地方实践—机构服务”“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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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装备展区：特邀心理行业顶级设备商展示前沿产

品、合作共享资源，推动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融入群众

生产生活、助力社会心理服务。 

3、教育与心理服务展区：特邀国内多家机构展示家庭教

育、营地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亲子教育等多种服务模式，

引导教育系统心理健康服务积极响应“双减”政策。 

4、大健康展区：特邀康养机构、文旅服务、医疗保健、

智能家居、身心结合服务机构等国内产商，打造大健康行业

集聚展。 

5、互联网展区：特邀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展示信息技术

融促社会心理服务的做法，让社会心理服务插上互联网翅膀。 

6、基层社区展区：特邀优秀的社区社会心理服务机构，

展示社区心理服务模式应用实例，探索社区发挥好社会心理

服务最后一公里作用的具体路径。 

7、媒体宣传展区：特邀央视等多家国内著名媒体多角度、

多维度报道活动全过程，宣传、分享和推广优秀的社会心理

服务模式。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18610757460 

八、有关说明 

（一）本次活动有意向的冠名、协办单位与赞助方 

  大会遵循社会心理服务系统化、链条化、体系化发展思

路，打造多元主体融合的“政用产学研媒金”的协同发展平

台，供多方参与、开放共享、互动增益，可有效提高参与单

位知名度，实现各方更好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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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13141228221 

（二）本次活动参会人群报名通道 

    此次大会面向全社会开放，欢迎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充满热忱的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人士报名参会。

报名请扫描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也可以点击链接进行报名

http://www.socpsysrv.cn/baoming。有相关问题咨询可扫

大会咨询二维码或添加工作人员微信入群（13855769808、

18810665976）。 

 

 

 

 

 

    

 

   大会报名二维码            大会咨询二维码 

（三）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情景剧、社区、企业、

社会组织（机构）、地区征集展示活动（11月 30日截止） 

活动内容详见附件，报名请登录全国“十佳”征集展

示网站 Http://Selection.SocPsySrv.cn，活动结果将在开

幕式上公布并进行展示。 

1、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征集展示 

2、十佳社会心理服务情景剧征集展示 

3、十佳社会心理服务社区征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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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佳社会心理服务企业征集展示 

5、十佳社会心理服务社会组织（机构）征集展示 

6、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地区征集展示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18810150866 

九、活动联系方式 

大会报名官网：Http://www.SocPsySrv.cn    

全国“十佳”征集展示网

Http://Selection.SocPsySrv.cn 

参会联系：13855769808(微信同号)  13695610998 

13511023024(微信同号)  0557-3933110 

参展邮箱：SignUp@SocPsySrv.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附件：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情景剧、社区、企业、

社会社会组织（机构）、地区征集展示活动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周暨应用交流会组委会 

                   2021年 11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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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情景剧、社区、企
业、社会组织（机构）、地区征集展示活动 

 

1、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征集展示 

征集范围：各行各业、各领域从事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

人员。 

征集内容：将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理论与方

法，积极主动用于预防和解决各类人群心理心态问题，化解

社会矛盾，提升群众幸福感、邻里和谐度，拉近人与人的距

离，提供人与人的关爱，增强社会支持，做到用心服务、助

人自助互助。 

征集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熟练掌握社会心理服务技能，

模范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2）努力为服务对象提供温馨、科学、有效的社会心理

服务，深受服务对象的信赖和赞扬，在本地或本系统有一定

引领和带动作用。 

（3）范围不局限于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

者、社会治理网格员，也包含各行业领域从事社会心理服务

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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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核心故事+细节感悟+启发总结+未来展望”为

模型，提供文字+图片+视频（8-10 分钟视频）展示材料。 

2、十佳社会心理服务情景剧征集展示 

征集范围：反映各行各业、各领域社会心理服务内容的

情景剧。 

征集内容：有利于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

亲善友爱社会心态的各类心理情景剧，内容主题包括但不限

于婚姻家庭、邻里关系、亲子教育、人际交往、情绪管理等

方面。 

征集要求： 

（1）情景剧采取自命题形式，内容积极健康，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演出贴近工作生活实际，符合心理学规律；

情节具有感染力，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主题。 

（2）每个情景剧控制在 15分钟以内，届时将情景剧剧

情简介、剧本及演出视频材料提交。 

3、十佳社会心理服务社区征集展示 

征集范围：各试点地区基层社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

村） 

征集内容：以社区为主要阵地，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

网络，提供情绪疏导、心理辅导、资源链接、矛盾化解、社

会支持网络修复等服务，重塑和谐邻里关系、维持社区秩序、

促进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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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要求： 

（1）社区以社会心理服务作为工作的重要抓手，配备服

务场所与专兼职服务人员，各项制度健全。有计划地开展具

有社区特色、形式多样的社会心理服务活动，辖区居民参与

率高。 

（2）提高社区居民心理素质、培育积极心态，提升幸福

感、树立文明和谐良好风尚。及时发现和掌握有心理问题的

风险人群及突发事件的苗头，整合资源化解矛盾，促进社区

和谐稳定，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度。 

（3）以“核心定位+社区特色+启发总结+未来展望”为

模型，提供文字+图片+视频（8-10 分钟视频）展示材料。 

4、十佳社会心理服务企业征集展示 

征集范围：从事社会心理服务的各类企业。 

征集内容: 业务涉及社会心理服务内容科普宣教、测评

咨询、干预援助、教育培训等客户端、平台与系统，以及提

供社会心理服务实用方法和模式，有效融入群众生产生活，

提升人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幸福感。 

征集要求：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信状况好、社会信誉好。积

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公益活动。 

（2）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形成有鲜

明特色、体系健全的发展模式，具有示范引领、创新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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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调产品和服务模式转化应用，服务群众、融入生活、

促进发展。 

（3）以“核心产品+应用创新+启发总结+未来展望”为

模型，提供文字+图片+视频（8-10 分钟视频）展示材料。 

5、十佳社会心理服务社会组织（机构）征集展示 

征集范围：参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社会组织

（机构）。 

征集内容：为全体人群开展宣传教育，提升心理健康意

识。为心理亚健康人群及家属提供心理辅导、压力疏解、家

庭关系调适等服务，为特殊、重点人群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

加强配套的帮扶救助、社会矛盾调解，积极协调卫生医疗资

源及时转介治疗。 

征集要求： 

（1）按照法律规定正式注册社会组织，遵守宪法、法律

和行业规范，按照规定接受社会组织管理机构监管，无不良

记录。 

（2）有特色鲜明、富有创新性的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对

社会心理服务实践应用创新有突出贡献，成效显著。有影响、

有力度、有创新，服务模式、事迹被媒体广泛宣传。 

（3）不限于心理健康机构、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学校心

理咨询中心、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心理

健康志愿组织，也包括其他各类社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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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核心服务+活动展示+启发总结+未来展望”为

模型，提供文字+图片+视频（8-10 分钟视频）展示材料。 

6、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地区征集展示 

征集范围：全国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地区（不限

于试点地区）。 

征集内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落实落

地《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建立健全社

会心理服务网络，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完

善保障措施。 

征集要求： 

（1）成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有相关建设

方案和长期规划，建立社会心理服务相关制度和标准。 

（2）结合当地文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服务应用模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建设模式、事迹

被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推广。 

（3）以“核心模式+建设成果+启发总结+未来展望”为

模型，提供文字+图片+视频（8-10 分钟视频）展示材料。 

7.征集展示报名 

参选方可登录征集展示网站进行报名 

征集展示网址：http://selection.socpsysrv.cn/ 

报名流程： 

1.进入网站，选择“征集报名” 

http://selection.socpsysr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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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征集类型” 

 

3.填写姓名，电话相关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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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传图片及视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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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word格式,zip 格式 

图片上传限制 5M 之内,内容介绍文档限制 3M 内,视频限制 100M

内 

5.资料上传完成点击“提交资料”，完成十佳征集活动报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