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做好志愿服务组织身份标识工作
3 月 29 日， 民政部网站发

布了《关于做好志愿服务组织
身份标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
于符合条件的志愿服务组织，
民政部门应当在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信息系统（代码系统）对其
进行标识并向社会公告。

对于名称中含有“志愿服
务”、“志愿者”、“义工” 等字样
的社会组织，按以下方式处理：
已经依法成立的， 民政部门应
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标

识并公告。 新成立的社会组织
或者更名后的社会组织名称中
含有上述字样的， 民政部门在
批准其成立登记或者更名时，
同步予以标识并公告。

对于名称中不含有“志愿
服务”、“志愿者”、“义工” 等字
样， 但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
的社会组织，按以下方式处理：
新成立社会组织在申请成立时
提出标识为志愿服务组织的，
民政部门在批准其成立登记

时，同步予以标识并公告。 已经
依法成立并填写志愿服务组织
信息采集表（见附件），提出标
识为志愿服务组织的， 民政部
门核实其填写内容， 与核准的
章程一致后，予以标识并公告。
社会组织修改后的章程以开展
志愿服务为宗旨， 并在申请章
程核准时提出标识为志愿服务
组织的， 民政部门在核准其章
程时，同步予以标识并公告。

（据民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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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一个村庄的“诚信试验”
� � 超市门是打开的， 无人看
守，没有售货员；你可以买东西，
拿了商品后，按价格把钱放在一
个敞开的盒子里，从中拿走找零
的钱，整个过程都是自助的。

这个“诚信超市”位于四川省
雅安市中里镇中里新村。 自 2016
年 7月份开业后， 经历了一波三
折的发展历程， 发生许多哭笑不
得的故事，其中包括偷盗和报警。

负责该项目的四川光华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光华中
心”）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升村
庄的诚信意识，并将其视为一个
关于诚信的“社会试验”。

“超市”开张

地方不大，数平方米的空间
内摆放零食、饮料、果蔬，冰箱里
还放着冰淇淋。

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小
卖部，但这里无人看守—————装
着现金的盒子就这么摆放在显
眼位置，触手可及。

萌生建一个诚信超市的想
法，光华中心负责人刘永光酝酿
了许久。

实际上， 诚信体系建设是雅
安市示范村项目中的一部分。 光
华中心一度头疼如何在村庄中建
立诚信体系，利用网络宣传诚信，
效果并不好， 大家感觉应该做一
件能让村民有切身感受的事情。

于是，刘永光的脑子突然冒
出了办一个诚信超市的想法。

很多人认为这个想法不可
行。 镇政府领导不看好，甚至打
扫卫生的阿姨都说：“太儿戏、太
天真了，想一出是一出。 ”

在被怀疑的情况下，2016 年
7 月，诚信超市诞生。大家满怀信
心， 花了 5000 元的项目资金启
动超市运营。

当地老乡很淳朴，听说这是
个公益事业，开超市的老板二话
不说，把自己进的货按照原价转
让给诚信超市，丝毫不介意多了
个“竞争对手”。 此外，志愿者还
在网上联系商家进货。

诚信超市的商品价格，只比
成本稍高一点，光华中心打算将
所赚利润用于发放志愿者补贴
等方面。

设计诚信超市的初衷是由
本地社区组织运营。 比如，光华
中心在当地培训了舞蹈协会等
十几个社区组织，将诚信超市交
给他们轮流运营，就等于把诚信
的话题抛给所有人，使得诚信成
为大家关注的议题。

刘永光说：“被信任是一种
幸福的体验。 我们办这个超市，
就是为了以诚信影响诚信，以诚
信再造诚信。 ”

这毕竟是个新鲜事，很快就
传开了。 7 月的村庄，大家议论
纷纷。

遭遇偷盗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志愿
者在超市内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7 月与 8 月两个月内， 诚信

超市并未像最初质疑者想象的
那样遭遇偷盗。 来买东西的村民
与游客，拿了东西，如数地将钱
放在盒子里。

项目运营者清醒地认识到，
风险仍然存在，也做好了出现意
外的心理准备：“假如我们卖了
价值 300 元的货物，最终只到手
200 元， 其中差额就是我们为诚
信付出的代价。 ”

果然，9 月份，意外发生了。
首先出现的是村外的非诚

信人士。 摄像头拍到的画面显
示，有人夜入超市，拿走了盒子
里的部分现金。

事后分析认为，这些人似乎
观察了 1 个多月的时间才付诸
行动的，其中有一些是泡网吧的
青年，进超市后慌慌张张地在盒
子里“抓一把就走”。

紧接着是小朋友。 视频显
示，有孩子拿着一根树枝挡着脸
走进来，偷偷地拿零食。 这时，打
扫卫生的阿姨来了，孩子吓得把
书包、衣服等所有“装备”扔下，
扭头就跑了。

“我喊他回来，把东西还给
他，但是这娃没回来，东西现在
还在，等他回来领。 ”阿姨说。

“我们当然不会一味责怪他
们，孩子会犯错，但我们可以邀
请他们参与项目。 ”志愿者说。

然而， 犯错的远不止孩子。
一天晚上，“大盗”出现了。

一位 40 来岁的男子带着一
个未成年人进了超市，带着成套
的工具，将里面的货物与现金一
扫而光。 第二天，志愿者们望着
空空的货架苦笑，选择了报警。

由于屡遭偷盗， 诚信超市
的项目在 9 月戛然而止， 开始
整顿。

整顿契机

如何整顿？ 项目继续由志愿
者、实习生负责。 另外，光华中心
专门招了四川农业大学的专项
志愿者，负责货品、资金和视频
资料的管理。

大家认为，应该多推广诚信
超市项目，让更多人知道，因此，
打算将视频信息剪辑播放。

当然，播放的视频内容都是
诚信行为，没有非诚信行为。

另外，光华中心还会公示超
市的营业信息， 比如营业额，应
收与实收数额等。 至于被偷盗导
致的损失，大家想了想，不打算
公布。

“我们不想突显不诚信的行
为，而是让大家觉得社会是可信
的，人和人之间是诚信的。 ”刘永
光说。

通过宣传，光华中心打算吸
引更多本地社区组织的关注，将
这些团队中的骨干分子吸引到
项目中来。 为此，该中心完善管
理机制，为这些社区活跃人物提
供如何培养志愿者、志愿者如何
发展支持团队等方面的教程。 这
就同时促进了当地社区组织的
发展。

当年 11 月， 因为一个契

机—————当地要创建“全国防灾
减灾示范村”， 光华中心重新启
动了诚信超市项目。

“两件事结合到一起会引发
村民的思考。 ”刘永光说，“全国
防灾减灾示范村关乎每个人的
生命安全， 外来的青少年孩子
（志愿者） 不怕辛苦地在努力工
作，本村人为何不积极参与？ 为
什么不努力一点，使村子变得更
诚信、更有味道呢？ ”

重新开张

重新开张的诚信超市仍面
临风险。 不过，志愿者有信心。

算一笔经济账。 从启动项目
到 2016 年 11 月中旬， 营业额
7000 多元，偷盗造成的损失 2000
多元，与利润对冲之后，几乎没
有亏损。

志愿者相信，如果超市这么
循环运营下去， 行为越来越规
范，损失是可控的。 更重要的是，

“选择重新开张， 是对诚信的坚
守，如果关门，意味着我们被非
诚信打倒了”。

态度坚定后，又面临一个问
题：这个项目的实施到底有没有

效果？
在设计该项目时，光华中心

就考虑到了这事。 工作人员在项
目前期、中期以及一个阶段后进
行调研和采访，比如采访当地政
府官员与村民，问一些诸如“你
觉得行不行”、“风险在哪里”、
“为什么来买东西”、“还会继续
支持吗”等问题。

前中后一对比，项目实施有
没有效果就明显了。 志愿者还会
通过思考和总结去回答一些更
深层的问题，比如，诚信的力量

到底是什么？ 诚信的根源在哪
里？ 诚信的路径如何实现？

很快，诚信超市会走出中里
新村。 光华中心有意扩展该项
目，在临近的土桥村再开一个规
模更大的项目点。

“在结项之前，我们会安顿好
这个项目在雅安地区的发展。 雅
安有这么多市县， 都可以去做这
样的推广，反正一定不会亏本的，
你只需用心经营， 就可以带来崭
新的一面，去影响社会的诚信。 ”
刘永光说。 （据《人民政协报》）

� � 近日， 岭南公益慈善学院
正式揭牌成立。 记者获悉，该学
院由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
会筹集资金， 与广东岭南职业
技术学院开展“校社合作”模
式。 这是广东省首家全日制公
益慈善学院， 并于今年面向广
东省招生。

据悉，当前广州公益慈善

专业人才缺乏，特别是缺少经
过专业培训 ， 具有社会责任
感、熟悉现代慈善理论、拥有
丰富管理经验的慈善组织管
理人才。 岭南公益慈善学院将
致力于推动公益慈善人才培
养、公益组织创新研究，探索
以公益实践育人为目标，将采
用“理论教学+实践实训+访

学研修” 三位一体的教学模
式，在政府主导下，开展以高
校、公益组织、社区基层、媒体
全面参与的公益慈善实践课
程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构建
对接社会、服务当下为中心的
青年公益慈善人才培养的新
模式。

（据《广州日报》）

重庆：贫困区县实施“社工扶贫”项目 274个
� � 截至 2017 年底， 重庆市民
政局在全市贫困区县实施各类

“社工扶贫”项目达 274 个。
重庆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对于当地的贫困群众来
说，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可以为
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精神关爱、
关系调适、 能力提升等社会服
务， 在帮助贫困群众转变思想
观念、树立自我脱贫信心、提升
自我脱贫能力、 拓宽致富路径
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在

服务对象的选择上， 主要以农
村留守儿童、老人、妇女和特殊
困难人群为重点。

该负责人介绍， 截至 2017
年底，市民政局在全市国家贫困
区县实施扶贫类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 219 个、“三区”（边远贫困
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
区）计划项目 50 个、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牵手”计划项目 5个。

这 274 个针对全市贫困区
县实施的各类“社工扶贫”项

目，有效提升了扶贫对象、留守
人员和困难家庭自我脱贫、自
我发展能力。

在人才选派培养方面，重
庆全市为重点贫困区县共选派
278 名扶贫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培养 134 名本土扶贫社会工作
者。 同时，全市 14 个国家贫困
区县持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
801 人、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达 43 家。

（据《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