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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益，让城市温度直抵人心
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

理”为主题的第七届“上海公益
伙伴日”，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在
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开幕，活动为
期三天，倡导“人人公益、处处公
益、随手公益、快乐公益”的公益
生活方式，延续“公益之城”建设
理念，推动公益事业发展。

一个人， 因公益而更具魅
力。 一座城，因公益而更显卓越。
今年 5 月，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
会提出“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
这一目标，公益是对“有温度”的
最好诠释和表达。

今天，你公益了吗？ 一个有
温度的城市， 需要人人参与公
益，处处可见公益。 上海把“公
益”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最大公约数，吸引和动员全社会
各界人士，“广怀仁爱之心，广行
济困之举”， 展示上海国际化大
都市的公益慈善新形象。

近几年，上海在以“公益之
城”建设为核心、不断建立制度
化公益体系的进程中，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

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的出台，填补了我国在
公益慈善领域的法律空白。 上海
层面出台了两部地方性法规、一
个实施意见。

两部地方性法规， 分别是
2009 年制定了《上海市志愿服务
条例》， 明确志愿服务活动过程
中的主体关系； 另一个是 2012
年出台的《上海市募捐条例》，这
是全国募捐领域第一部地方性
法规，强调政府监督管理的责任
和统一募捐信息查询、限制成本
支出比例等。 一个实施意见：即
2015 年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本市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通过规范
培育，推动慈善组织成为慈善事
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为了鼓励公益性社会组织
发展， 上海先后制定一些政策。
如，2009 年上海制定《关于鼓励
本市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
民生服务的指导意见》，2012 年
制定 《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绩效
评估导则》，2014 年制定《上海市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若干规
定》，2015 年以落实上海市委“一
号课题”研究成果为契机，出台
《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本市社区社
会组织的若干意见》。 2016 年，财
政局下发《关于本市公益性民办
非企业单位申领公益事业捐赠
票据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公益
性社会组织给予税费方面的支
持。

目前， 上海全市社区社会组
织 4515家，占登记总数的 30.4%，
其中社区公益慈善类 1593 家，占
36.96%。

资源统筹形成“蓄水池”

建设“公益之城”资源统筹，
主要包括基金会资助公益项目、
公益捐赠、福利彩票公益金等三
方面。

近三年， 上海全市基金会公
益事业支出 61.24亿元，受益人群
1500 余万人次， 涉及公益项目
10800 余个。 其中， 教育类占比
29.16%，社会救助占比 36.05%，文
化类占比 9.18%。 同时制定《上海
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大力推进
社区公益基金会发展， 形成社会
资金“蓄水池”。

上海公益捐赠方面呈现以
下特点：政府推动和民间发展相
结合，民间力量日益显示出良好
发展态势；突击性捐助和经常性
捐助相结合，经常化的社会捐助
日益成为主体；依法登记的组织
和“草根性”组织相结合，基层社
区慈善公益类组织正逐步发展；
捐款捐物与义务服务相结合，义
工志愿服务成为新的慈善亮点；
“节日加温”和“四季如春”相结

合，制度化的日常慈
善帮困已经蔚然成
风。

随 着 “互 联
网＋” 的广泛应用，
上海各种新兴慈善
业态萌生发展，网络
募捐、 联合劝募、社
区义卖、微公益等创
新形式，让慈善透出
勃勃生机。 2016 年
度社会组织接受社
会捐赠为 42.14 亿
元。

2016 年度全市
福利彩票销售额为
44.98 亿元， 筹集福
利彩票公益金 14.11
亿元。 市本级福利
彩票公益金实际使
用 46864.8 万元， 主要用于扶老
类 20 个项目， 共计 35727.2 万
元 ； 助残类 2 个项目， 共计
704.3 万元； 救孤类 3 个项目，共
计 892.3 万元；济困类 1 个项目，
共计 306.6 万元； 其他社会公
益类 11 个项目，共计 4605 万元；
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项目 4629.4
万元。

回应需求展现活力

上海将公益之城建设放在
经济社会建设的战略高度来定
位，放在社会治理创新、民生福
祉改善的大局中来谋划。 将社会
治理创新的难点作为公益之城
建设的突破点，将民生改善的重
点作为公益之城建设的着力点，
公益之城建设效果不断显现，影
响力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老人空
巢化、家庭小型化的发展，催生
了大量老人照料、 子女抚育、家
庭关系调适等方面的服务需求。
另外，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和激
烈的社会竞争带来的失业、贫

穷、生活压力等问题，催生了大
量就业援助、社会救助、心理调
适、 职工帮扶等方面的服务需
求。

正是这些庞大的社会需求，
成为公益之城建设的动力源泉。
2016 年度全市社会组织共开展
公益活动项目 3.31 万个，举办各
类公益活动 84 万次。 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 2997 个， 政府补助项
目 2359 个， 受益对象 715 万人
次。 在回应社会需求、大力发展
公益慈善项目中，涌现了一批品
牌性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蓝
天下的至爱”、“千万人帮万家”、
“九九关爱老年人” 等传统慈善
品牌早已深入人心，而“梦想中
心”、“一个鸡蛋的暴走” 等新兴
慈善品牌方兴未艾，彰显了公益
慈善的蓬勃活力。

跨界合作搭建平台

公益之城建设需要社会资
源的广泛参与。 从上海实践看，
形成了以财政资金为主、社会资
金为补充的财力投入机制；注重
建立社工、社区、社会组织“三社

互动”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社会
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资源补充作
用；注重建立社工、志愿者“两工
联动”机制，通过调动广大志愿
者参与，进一步扩充社会工作服
务的人力资源。

下一步，上海将着力推进几
个方面：一是广发“公益之声”，
市民政局与 SMG 合作建设了全
国首家公益性新媒体演播和发
布中心。 二是打造万家“公益基
地”，对接公益服务与公益需求，
展示公益文化， 支持公益创业。
计划在 2020 年建成 1 万家。 三
是推行“公益护照”，由公益基地
对志愿者发放， 与身份信息挂
钩，具有唯一性，对公益服务时
间和公益捐赠内容进行权威记
录。 四是推出“公益发布”，将在
第七届公益伙伴日上首次发布，
通过量化的公益数据，体现上海
公益慈善发展水平，增进公众对
公益慈善的认知，扩大慈善公益
事业的影响。 五是借助信息化手
段， 研发制定上海市“公益地
图”， 公益组织和市民都可进行
搜索和查询，做到供需对接。

（据《解放日报》）

一是开展社会组织约谈工
作，对 13个存在违规行为的省
级社会组织负责人进行约谈，
指出存在问题并责令整改。

二是强化年检结果运用，
对连续两年未参加年检的
288 个省级社会组织进行通
报；对未按期换届、期末净资

产不足等情况的社会组织发
出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

三是实行社会组织随机
抽查， 抽查 92 个省级社会组
织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

四是清理整顿行业协会
商会涉企收费， 会同省发改
委、省物价局、省审计厅等部

门，对已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
开展涉企收费检查并落实问
题整改。

五是依法查处社会组织
违规行为，会同业务主管单位
及时制止 1 个社会组织违规
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避免了不
良影响。 （据民政部网站）

福建：强化社会组织事中事后监管

北京：社会组织评优开启网络投票

目前， 深圳全市共建立社会组
织党组织 1594 个， 覆盖社会组织
6988 个。

深圳市社会组织党委成立后，
以“燎原计划”为抓手，全面铺开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 用分类指导抓重
点的方法，在行业协会、异地商会和
联合类社会组织中重点突破、 有序
推进。 在社会组织登记过程中推行

“三同步”， 即同步采集社会组织党
员信息、同步组建社会组织党组织、
同步指导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入《章
程》。 在社会组织检查、评估等日常
管理中落实党建工作， 实行“五嵌
入”，即将党建工作全流程嵌入社会
组织年报、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社会
组织换届改选、 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和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社会组织评
先评优。

针对社会组织党建的特点，深
圳还逐步摸索出了“三同”联合组建
模式：按照同一类型模式，组建社会
组织联合党组织， 先后组建了市社
会组织总会、市质量创新社会组织、
市残友社会组织等 8 个联合党委及
22 个联合类社会组织党（总）支部，
由联合党组织统筹指导所属会员单
位或同一类型社会组织的党建工
作；按照同一地域模式，推行以省级
（地市级）异地商会为龙头组建联合
党委，组建了市福建商会党委、湖南
商会党委、山东商会党委等；按照同
一行业模式， 推动成立行业协会党
组织， 并以行业党建带动所属非公
企业会员党建工作。

截至目前， 已有近 100 家行业
协会和 400 多家社会组织将党建工
作写入章程。 （据央广网）

深圳：党建工作已覆盖近 7000个社会组织

“2015—2017 年度北京市
社会组织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评选表彰” 网络投票 9月
16日正式启动。欢迎市民投票，
选出满意的集体或个人。

按照评选表彰工作程序，
北京市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机关和专家评审委员会对报
名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了
初审，确定了 150 个先进集体
候选单位和 200 名先进个人
候选人。

本届评选表彰正式引入
网络投票机制，在北京市民政

信息网、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
服务平台、北京市社会组织资
源配置服务平台上开设专栏，
由社会公众对通过初审的先
进集体候选单位和先进个人
候选人进行网络投票。

（据《北京晨报》）

越来越多的白领青年开始加入公益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