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动态

江苏注册社会组织 5.7万个
居全国第一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目前， 江苏省注册登记的社会
组织数达到 5.7 万个， 跃居全
国第一位。 这是江苏省降低四
类组织登记门槛后， 迎来的新
一波社会组织发展热潮， 也拉
开了政社分开、 政府购买服务
的社会治理改革大幕。

直接登记政策实施后不
到一年，江苏全省登记社会组
织增加 1.5 万个，增幅达 35%。

“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不
啻是激活社会组织活力的一

剂良方。 ”江苏省民政厅副厅
长戚锡生认为，这一改革体现
了从“登记管理”到“管理登
记”理念上的改变。 一方面，通
过放宽准入、减少审批、下放
管理权限，让有利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社会组织更好、更便捷
地落地生根；另一方面，改变
重登记、 轻管理的传统模式，
完善社会组织自律、社会监督
和行政监管有机结合的监督
管理体系。

（据《新华日报》）

广州慈善组织透明榜发布
6 月 12 日，广州市民政局

与广州市慈监委首次公布慈善
组织募捐透明度排行榜。 这是
国内首次由政府与民间社团合
作公布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结
果。参评的 106 个慈善组织，都
是在广州地区开展募捐活动、
并在广州市民政局备案的慈善
组织。

共 18 个慈善组织获得最
高的 105 分，其中民间慈善机
构占 3 席， 另外 15 个都是带
有官方色彩的慈善组织。 排
行榜还将设退出机制， 一旦
慈善组织被倒扣太多分数，将
采取警告、责令改正、责令停
止募捐，最严重的将责令撤换
领导。 （据《广州日报》）

合肥出台直接登记章程示范文本
经过广泛调研论证， 继出

台文化类、体育类民办非企业
单位直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之后，日前合肥市直接登记社
会组织章程示范文本正式出
台。 该示范文本旨在为直接登
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和非公募基金会制定章程
提供范例。

新出台的直接登记社会组

织章程示范文本， 与旧的章程
文本相比， 在很多方面实现了
完善和创新， 如对行业主管部
门、社团活动地域、会费缴纳标
准、 社团监事会设立等具体章
程条款进行了明确规定， 确保
了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管理。
新出台的章程示范文本将在新
成立的直接登记社会组织中使
用和生效。 （据《合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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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江苏中远助学帮
老基金会在京举办活动，号召全
国爱心人士投入到助学帮困事
业中，共同助推贫困失学孩子早
日“圆梦”。

2013 年以来，江苏中远助学
帮老基金会在全国发起设立“圆
梦班”，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宋平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为“圆
梦班”题写了班名。 圆“读书梦”，
圆“人生梦”，圆“事业梦”，成为
该基金会的口号。

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
访时，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
理事长兼秘书长徐中远表示，

“圆梦班” 是宋平同志代表广大
老同志对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
国梦”的响应和支持，充分体现
了宋平同志对穷困地区、穷困老
区孩子们的殷切希望，也为基金
会助学慈善工作指明了一条光
明大道。

当天，基金会召开了第二届
理事会一次会议，宋平看望了基
金会全部理事和监事，勉励他们

积德行善，倡行天下，帮助中国
更多贫困孩子圆梦。

记者了解到，江苏中远助学
帮老基金会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
在江苏省民政厅登记注册。 基金
会的宗旨是：济困扶危，行善助
人。 重点是资助革命老区、国家
贫困地区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
适龄儿童上学读书和生活特别
困难的老人安度晚年。

基金会现有理事、 监事 21
人。成立以来，先后捐助资金 415
万元，帮助了四川省苍溪县城郊
中学、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江
苏省涟水中学、甘肃省会宁县第
一中学、广西自治区隆安县隆安
中学等五省区六所学校 1470 名
家庭生活困难的孩子上学读书，
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已有 106
名（不含今年高考）。

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经在全
国设立 6 个“圆梦班”，2014 年下
半年拟在全国贫困山区、革命老
区增设 5-6 个“圆梦班”。

徐中远还告诉《公益时报》

记者，成立之初他
本是想注册为全
国性的非公募基
金会，因当时资金
较少，就先在江苏
注册。 随着基金
会项目的稳定发
展，目前，他已着
手将基金会注册
为全国性非公募
基金会。

徐 中 远 于
1944 年出生在苏
北涟水县的一户
贫苦人家。 1966
年至1976 年，他
先后担任毛泽东
晚年专职图书服
务 管 理 员 达 10
年之久， 后任中
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
老干部局局长。 2004 年从领导
岗位退下来以后， 他开始仔细
研究毛泽东读史、读书心得，先
后出版 《毛泽东晚年读书纪

实》、《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
史的》等 4 部著作。 而基金会的
资金来源正是以其写书的稿
费、 版权费和卖书的全部收入
为基础， 再联络各方面企业家

和爱心人士自愿为基金会捐赠。
当天出席该活动的还有顾秀

莲、张全景、李力安，黄璜、王茂
林、贾志杰、刘明祖、孙英、滕文
生、张玉凤、孙怀山、虞云耀等人。

宋平情系贫困学子题字“圆梦班”

为促进中外慈善组织的经
验交流与合作，在中国搭建具
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慈善价
值传播平台，由中国慈善联合
会主办、老牛基金会协办的首
届“中国慈善论坛 ”将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
举办。 届时，国际国内公益慈
善界领袖 、专家学者 、社会贤
达将齐聚京城，共商慈善发展
大计。

据了解，论坛以“开启善时
代”为主题，围绕“改革、创新、可
持续发展”等时代关键词，通过
主题演讲和高端对话等形式，共
同探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
国慈善发展道路等诸多议题。

16 日上午，论坛将举行开幕
式，并以“创造共享价值”为主
题， 邀请有关政府部门领导、国
内外知名慈善机构领袖、著名企
业家等发表演讲。 下午将召开四
场平行分论坛：“全球慈善论坛”
将探讨中国能为全球慈善贡献
什么；“社会救助论坛”共商如何
构建“救急难” 社会救助体系；

“中国城市慈善论坛” 旨在交流
慈善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经验；

“青年慈善论坛” 则汇聚众位富
有影响力的青年慈善家，畅谈他
们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当晚还将
举办“让慈善温暖城市”主题晚
会———第三届中国城市公益慈
善指数发布典礼，揭晓中国城市

“慈善百强”。
据悉，论坛还计划发布“全

球慈善趋势报告”， 通过访问国
际国内约 100 位对公益慈善事
业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分析预测
未来全球范围内公益慈善领域
在项目创新、政策、文化、国际合
作等方面的发展趋势。 同时，作
为论坛重要的配套活动之一，
“中国慈善组织造血项目展”也
将于当天隆重登场。

１７ 日，论坛参会嘉宾还将赴
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考察
中国家族基金会的代表———老
牛基金会及其盛乐国际生态示
范区项目。

（张雪弢）

5 月 26 日至 28 日， 由中国
社会工作协会与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共同举办、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
金会与“社工中国网”支持协办的
首届社工知识网络竞答赛成功举
办。共计 7000多人登录答题系统，
经过每人 90 分钟、100 道随机题
目的竞赛， 决出了最后的胜者，目
前各项大奖均已出炉。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踊跃参
赛，也为了让各级地方部门能够
给予重视，此次大赛共分个人奖
项和组织奖项。 在经过公证、评
选之后，共计 263 人分享了不同
等级的个人奖项。 组织奖分为最
佳组织奖和优秀组织奖。 其中山
西省民政厅、潍坊市社会工作协
会、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
会等三个单位因为组织工作出
色，荣膺最佳组织奖。 广东省社

会工作师联合会等 7 家单位获
得优秀组织奖。

据悉，此次大赛覆盖面广、参
与度高，全国共有 29 个省市的社
工人员与学生参赛， 如此大规模
的竞赛活动在社工行业尚属首
次。据组委会介绍，此次大赛恰逢
民政部首次在全国全面进行主题
宣传推广国际社工日活动之后，
再一次向全社会推广、 普及社工
行业， 推动行业内掀起又一波学
习社工知识、 提高业务技能的热
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大赛组委会负责人、中国社
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
蓬奇表示：“适逢全国上下都对
社工行业日益重视、 关注的时
期， 本着对社工知识进行普及、
对社工行业进行宣传、对社工队
伍进行锤炼的目的，我们通过网

络答题这种新形式，把大家号召
起来，以赛代学，共同推动社工
行业的快速发展。 从结果来看，
我们的目的基本达到。 ”

据了解， 此次知识大赛采用
了先进的网络技术、 公平的竞赛
方式， 在最大限度上杜绝了作弊
现象的产生， 同时由于采取实名
制登记答题， 最终获奖名单也必
须逐个实名确认， 获得了极好的
社会反响。“今年我们开了一个好
头，这也激励我们继续走下去，明
年我们还将择机举办第二届，同
时我们也还会不断扩大题库、扩
大答题对象范围、 优化试题难易
度、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简化答
题程序， 并引入更多的合作方参
与进来， 力争打造一个社工行业
内的品牌项目。 ” 赵蓬奇说。

（社工中国网）

宋平为“圆梦班”题写的班名

首届社工知识网络竞答赛成功举办

首届中国慈善论坛将于 8月 16日在北京举办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