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郝云宏向美国世界
健康基金会上海代表处负责人颁发了首张“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
机构登记证书”。

■ 本报记者 皮磊

1 月 18 日，政协深圳罗湖区
五届二次会议开幕，深圳市罗湖
区慈善会罗湖政协委员公益基
金正式启动。 据介绍，罗湖政协
委员公益基金设在罗湖区慈善
会，将由政协委员组成的管理委

员会进行运营管理，并按照政协
委员的意愿，专款专用，主要用
于罗湖辖区及罗湖对口帮扶地
区的慈善公益项目，并接受区慈
善会监督和管理。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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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北京再出新政

1 月 17 日下午， 上海市公
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
室举行“境外非政府组织驻沪
代表机构登记证书颁发仪式”，
活动现场向全国首批在沪登记
注册的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上
海代表处、 香港应善良基金会
上海代表处、 美国美中贸易全
国委员会上海代表处、 加拿大
加中贸易理事会上海代表处、
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上海代表处
和印度工业联合会上海代表处
等 6 家境外非政府组织驻沪代

表机构的负责人颁发了“境外
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证
书”。

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
理办公室负责人郝云宏、 上海
市公安局副局长陆卫东、 市卫
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郑锦以及
市外办、市民政局、市工商局、
市商务委、 市侨办等单位领导
出席仪式，美国、俄罗斯、加拿
大、法国、意大利、印度等相关
国家驻沪领馆官员应邀参加。

仪式上， 作为世界健康基

金会上海代表处的业务主管单
位领导，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有
关负责人郑锦表示， 世界健康
基金会与上海市政府合作设立
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经过 18
年的努力， 已经建设成为国内
一流、 世界知名的儿童专科医
院。 近年来，境外非政府组织在
上海为儿童健康领域做出极大
的贡献， 为推动上海卫生医疗
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

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
理办公室负责人郝云宏表示，
公安机关将严格按照《境外非
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
规定， 全力做好各项服务管理
工作，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服务，
保障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合法
权益， 更好地促进国际交流与
合作， 为中国经济社会和公益
事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悉， 今年 1 月 1 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
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正式施
行， 上海市公安局设立在出入
境接待大厅的境外非政府组织
登记受理窗口也同时对外服
务， 依法开展境外非政府组织
在沪活动的登记备案工作。

（据东方网）

上海 6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
获颁登记证书 湖北：对 5%的社会组织开展一次随机抽查

� � 湖北省制定出台的《全省性
社会组织随机抽查事项实施细
则》规定，所有经湖北省民政厅
依法登记成立的相关社会组织，
按类别纳入全省性社会团体库、
全省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库、全省
性基金会库，每年选取库中 5%的
社会组织开展一次随机抽查。

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检查和

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财务审计等方式，主要检查社会
组织的财务收支、 开展活动、领
导干部兼职、重大事项报告和基
金会信息公开等情况。 检查结果
依法向社会公开，经检查发现社
会组织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追
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据民政部网站）

深圳：政协委员公益基金启动

为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 推动养老服务业快速发
展，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
教委、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人
力社保局以及卫计委联合印发
了《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从多角度入手解决养老体
系中存在的问题。 其中，社会组
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在养老事
业中的重要角色也再次得到肯
定。

养老服务人才总体匮乏

据了解， 截至 2015 年年底，
北京市共有户籍老年人 313.3
万 ， 占北京市总人口比例的
23.4%；养老机构 449 家，养老床
位 12 万多张。 随着人口老龄化
快速发展，失能失智老人、空巢
老人、高龄老人不断增多，社会
对专业化、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
日趋增加，养老服务面临劳动力

“断层”和需求“壕沟”之间的巨
大差异。 与此同时，养老服务人
才总体匮乏，专业化养老服务供
给不足，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与日益增长
的养老服务需求不相适应。

近年来，北京市各级政府大
力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养
老服务业， 养老服务业快速发
展。 社会力量积极投资兴办养老
服务机构，甚至不乏有的投资者

从建筑、餐饮、家政等其他行业
跨界而来。 不过，由于缺乏对养
老行业的认知和深入了解，导致
他们既不熟悉养老行业法律法
规、 养老服务机构的运维模式，
也不懂养老服务企业的营销策
略、风险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制约了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
质量提升、可持续发展。

据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
红兵介绍，目前，北京市养老服
务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管理人才严重匮乏，制约
了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提
升、可持续发展；第二，专业技
术人才不足， 老年人的多样化
服务需求决定了养老服务机构
需要医疗卫生、康复护理、社会
工作等各类专业人才；第三，护
理人才流失严重， 目前北京市
共有在岗养老护理员 6500 多
人，呈现出社会地位低、流动性
高，收入待遇低、劳动强度高，
学历水平低、平均年龄高等“三
低三高”特征。

打造梯次分明的人才队伍

针对上述情况，自 2016 年 4
月份以来，在广泛调研、借鉴外
省市做法基础上，北京市民政局
会同相关部门起草了《意见》，并
通过下发征求意见通知、征求意
见函、 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
广泛征求了有关部门、各区民政

局、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和一线
养老护理员的意见。

按照“分类培养”思路，《意
见》 明确要制定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规划， 并将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划分为养老护理人才队
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养老管
理人才队伍， 全力打造梯次分
明、 结构合理的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 其中明确提到，要加强对
社会工作师、 社会组织以及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负责人等领军
人才的培养。

另外， 北京市民政局还提
出，今后将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人
才职业体系， 扩大人才来源渠
道，同时完善职业发展体系。 通
过建设统一的信息服务管理平
台，对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实行全
市统一登记管理，全面如实记录
从业经历、从业年限、服务对象
评价、参加培训经历、投诉处罚
等情况，作为今后评职、晋级、提
薪、转岗的重要依据。

为提高养老服务人才的整
体素质， 北京市将鼓励各高校、
职业学校通过社会捐助、扩大招
生渠道以及国家奖助学金等支
持方式，吸引学生就读养老服务
相关专业，逐步扩大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规模。 同时，北京市还将
鼓励高等院校设置社会工作、老
年服务与管理、健康管理等养老
服务相关本科专业，开设老年社
会工作、老年护理、老年人保健

与营养等课程。 下一步，北京市
将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养老服务
职业院校，支持社会资本、企业
与职业院校进行校企合作，在全
市建成若干所养老服务职业教
育学校。

促进薪酬待遇提升

由于学历水平低、流动性高
以及收入待遇低等问题，养老服
务人才的社会地位并不能得到
充分肯定。 而提升养老服务人才
的社会地位，是推进养老服务人
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根本和
关键。 为此，《意见》将重点从保

障劳动权益、 提高薪酬待遇、完
善激励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解
决这一问题。

《意见》中提出，由于许多养
老服务机构由社会力量兴办，其
薪酬待遇由养老服务机构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确定。 对此，北京
市相关部门在积极研究提高养
老服务从业人员薪酬待遇的同
时， 提倡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引导养老先进理念、刺激个
人消费需求，实现养老服务消费
的合理价格，推动养老服务企业
的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
进而促进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薪
酬待遇提升。

甘肃：《“十三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出台
近日，甘肃省出台了《甘肃

省“十三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 按照扩规模、上层次的目
标，甘肃省将大力实施居家养老
服务平台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 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医
养融合发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关
爱“五大工程”。

在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方面，力争 2020 年实现“15 分钟
养老服务圈”覆盖所有城镇居家
老年人， 并逐步向农村延伸；增
强社区养老服务功能，逐步形成
街道（乡镇）有老年人活动中心
（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村）有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互助老人幸
福院）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据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