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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 社会组织在行动
“这里的医生医术都很高

明，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快就会
好起来。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
季微笑着鼓励刚完成心脏病手
术的缅甸女孩温莱漂。

5 月 16 日，踏着北京初夏傍
晚温柔的阳光，出席“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缅甸国务
资政昂山素季一袭橙衣来到北
京安贞医院，带着玩具熊探视首
批到中国接受免费手术的缅甸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由中华慈善总会主办、中华
慈善总会新闻界慈善促进会承
办的缅甸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
助行动于今年 3 月底启动，经过
北京安贞医院的专家组筛选，54
名缅甸患儿分批到中国接受手
术治疗。

随着一带一路行动的展开，
中国社会组织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合作和项目实施将越来
越多。

5 月 14 日下午，“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
通”平行主题会议上，就宣布启
动《中国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
路” 民心相通行动计划（2017-
2020）》、“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
作网络”以及“增进‘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国际智库合作项目”。

缅甸先心病儿童救助进行时

5 月 16 日下午，缅甸国务资
政昂山素季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后，就来到了北京
安贞医院专程探望在这里进行
治疗的缅甸先心病患儿。

昂山素季面带笑容走到病
床前细细询问，不时听取主治医
生的病情介绍，她俯身摸着温莱
漂问道：

“你好，今年几岁了？ ”
“我是温莱漂， 今年 5 岁

了。 ”
“现在感觉怎么样？ ”
“医生们为我做完手术之

后，我感觉好多了，玩耍起来也
不觉得那么累了。 ”

“放心吧， 中国医生的医术
很高超。 你的刀口是从侧面开
的， 这对医生医术的要求更高，
而且这成功了！ ”

昂山素季亲切地慰问过小
温莱漂，又耐心询问安抚了其他
患儿，并为他们送上了贴心小礼
物。

温莱漂今年 5 岁，有着一双
小鹿一样灵动的眼睛。 她一出生
就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陪她
一起来北京的奶奶欣慰地说：

“孩子能被选中到中国免费做手
术实在是太幸运了，中国医生治
好了孩子的病，真不知道应该怎
么感谢他们才好。 ”听到这里，温
莱漂看看奶奶，露出会心一笑。

温莱漂和另外 11名小伙伴是
缅甸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助行动
的第一批受益者， 他们中最大的
16岁，最小的只有 2岁，大部分人
已经手术完毕，很快就能出院了。

温莱漂奶声奶气地告诉记
者，以前她无论做什么都感觉特
别累， 做完手术身体舒服多了。

“我喜欢北京， 这里的医生们对
我都很好，我也很喜欢他们。 ”

温莱漂的主治医生苏俊武
是北京安贞医院儿童心脏外科
专家，一个多月前，他亲赴缅甸
仰光筛选手术患儿。 他说：“有些
孩子病情较重，已经被其他国家
的医疗队检查过三四次，但都因
手术复杂放弃了。 我们国内医院
条件好，医生经验丰富，对于孩
子们的手术非常有信心。 ”

这些孩子的“幸运”不仅因
为可以免去高额的治疗费用，更
在于抓住了难得的治疗时机。

患儿家属介绍，缅甸医疗资
源紧张，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目前
只有两家医院的两位医生能够
做手术，有些孩子经历三四年漫
长的等待依然无法手术，只能靠
药物维持，一旦病情发作就要休
学。 家属感慨地说：“这样的治疗
机会太难得，太珍贵了。 ”

“救助一名患儿就是拯救一
个家庭，‘一带一路’ 讲民心相
通，我们从‘心’开始，让缅甸患
儿有机会重新获得健康美好的
生活。 ”谈起这次活动初衷，中华
慈善总会李本公会长这样回答，

“作为民间慈善组织， 我们希望
调动社会资源，助推‘一带一路’
建设，切实解决当地民众的实际
困难。 ”

李本公表示，为孩子们进行
手术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将联
合中国具有先进技术的爱心医

院向缅甸开展技术帮扶，通过专
家之间的沟通、 交流和学习，更
好地服务于缅甸患者，增进两国
“胞波”情谊。

构建民间组织合作网络

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不能单打独斗，只有合作才
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丝路沿线
民间组织合作网络”将为此提供
一个共享信息、协调行动的有效
平台。 5 月 14 日下午，在“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
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上，这一
项目正式宣布启动。

据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
促进会秘书长朱锐介绍， 目前，
已有 160 多家中、外方组织自愿
加入。 在这个平台上，中、外各方
组织均能发挥各自的民间特色
和优势，凝聚民间力量。 下一步，
合作网络将鼓励“一带一路”沿
线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合作开

展民生项目，提供教育、医疗等
方面志愿服务，改善沿线国家基
层民众的生活，促进文明互鉴和
文化交流，增进“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民众之间的友谊。

同时启动的还有《中国社会
组织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
行动计划（2017-2020）》。

会议上， 我国 90 多家国内
社会组织正式启动了中国社会
组织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
行动计划（2017-2020）（以下简
称《计划》）。《计划》提出汇聚中
国社会组织的力量， 在 2017-
2020 年 4 年间，为促进沿线各国
人民之间的交流，改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人民生产、生活条
件贡献民间力量。

其中将积极推动沿线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在减贫领
域，实施减贫示范项目，举办针
对不同贫困人群的技能培训，帮
助沿线贫困国家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保领
域， 互学互鉴各国的成功经验，
与沿线国家非政府组织共同开
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公益
活动，实施“一带一路”沿线环保
项目。

此外，还将不断加强沿线国
家人文与科学合作，比如在教育
领域，合作建设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孔子学院，援建幼儿园及乡
村学校;通过奖学金项目，为沿线
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和进修提供
便利；在科技领域，就共同关注
的问题开展联合研究和技术创
新， 推动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
支持沿线国家技术人员相互交
流和来华培训。

4 年间， 还将广泛联系沿线
国家和平组织，共同维护“一带
一路”环境安全。 （王勇/整理）

5 月 16 日，民政部发布《关
于清理规范已脱钩全国性行业
协会商会涉企收费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清理规范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已脱钩的
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含民政
部直接登记全国性行业协会商
会）的涉企收费，共 152 家。 各
业务主管单位负责清理规范其
他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
费。

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
费的范围，包括行业协会商会收
取以企业为缴费主体的会费、经
营服务性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
费、其他收费等各种收费。

减少涉企收费
使企业轻装上阵

“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 3500
亿元左右、 涉企收费约 2000 亿
元。 ”这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的明确承诺。 他
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舍

小利顾大义，使企业轻装上阵。 ”
5 月 17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确定进一步减少涉企经营服
务性收费和降低物流用能成本，
为企业减负助力。

在此之前，4 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印发《关于清理规范涉企
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明确
“坚决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
响违规收费” 等一系列硬性要
求。

十项违法违规收费坚决取消

《通知》 明确了清理规范的
重点内容，要求坚决取消各类违
法违规收费。

根据《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
管办法（试行）》和国家有关收费
管理规定，对下列违法违规收费
行为一律取消：

1.强制入会并以此为目的收
取会费（法律法规有规定的除
外）；

2.利用（借用）行政权力和垄
断地位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
费不服务；

3.利用政府名义或政府委托
事项为由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
高收费标准；

4.强制会员付费参加各类会
议、培训、展览、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及出国考察等；

5.强制会员赞助、捐赠、订购
有关产品或刊物；

6.以担任理事（常务理事）、
负责人为名向会员收取费用（会
费除外）；

7.违反规定擅自将行政事业
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收
取；

8.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
金、集资、捐赠、赞助等形式变相
收费；

9. 违反规定向所属分支机
构、代表机构、办事机构收取或
变相收取管理费用；

10.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收
费行为。

《通知》 还要求切实清理不
合理的收费行为。 行业协会商会
要严格成本管理，主动取消不合
理的收费项目， 降低收费偏高、
盈利较多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
会费档次较多、 标准过高的，要
调整会费档次、 降低会费标准；
对于会费结余较多的，鼓励主动
减免会员企业会费。

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的收费
行为要严格规范。 行业协会商会
收取会费应当严格执行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或修改
会费标准，须经会员大会（会员
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通过。

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规定或经国务院职业资格审
批机构批准，按照行政事业性收
费相关审批规定，行业协会商会
依法组织实施全国性职业资格
考试，以及实施鉴证类资格认定
收取的相关费用，纳入行政事业
性收费管理。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要严格落实价格法律
法规和相关规定， 按照公平、合
法、诚实守信的原则确定收费标
准，为委托人提供质价相符的服
务，不得在价外或合同外加收任
何费用，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

8 月底前统一公示

《通知》要求已脱钩的全国
性行业协会商会要对本单位
2016 年度所有涉企收费项目
进行自查， 查清收费项目、标
准、范围、数额和依据，并对照
清理规范的重点内容，逐一研
究提出取消收费项目、降低收
费标准以及下一步整改规范
的意见。

经过材料复核、 集中审查、
重点检查后，民政部通过中国社
会组织网集中公示已脱钩全国
性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
费的项目与标准，增加政策透明
度，接受社会监督。

民政部要求坚决取消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十项违法违规收费 ■ 本报记者 王勇

� � 5 月 16 日下午，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来到北京安贞医院专程
探望在这里进行治疗的缅甸先心病患儿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