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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第十届“中华慈善奖”开启网络投票
� � 根据《“中华慈善奖”评选表
彰办法》， 民政部组建了第十届

“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并下设办公
室，经评委会办公室认真审核，列
入第十届“中华慈善奖”候选名单
的共 369 个， 其中慈善楷模 107
个，慈善项目（慈善信托）134 个，

捐赠企业 90 个， 捐赠个人 38 个
（候选名单见附件）。

第十届“中华慈善奖”的网络
投票时间为 6月 1日至 7日，公众
可登陆民政部网站（www.mca.gov.
cn） 或中国公益慈善网(http://10.
charity.gov.cn/)查看上述候选对象

的事迹材料并进行网络投票。
慈善楷模， 每个人投票不能

超过 30 个。 慈善项目（慈善信
托），每个人投票不能超过 50 个。
捐赠企业， 每个人投票不能超过
40 个。 捐赠个人，每个人投票不
能超过 21 个。 （据民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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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保护宣讲将走进百个工地

重庆：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
� � 近日，重庆市出台《中共重庆
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
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两步走”的目标：

第一步，到 2020 年，基本形成
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
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
理体系；、第二步，到 2030年，城乡
社区治理体制更加成熟定型，城乡
社区治理能力更为精准全面，为夯
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基层政权提
供有力支撑，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
体系。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
核心作用， 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
导作用， 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基础作用， 统筹发挥社会
力量协同作用， 推动形成基层党
组织领导、 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
参与、 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
体系。《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和

推广重庆市基层治理“三事分流”
工作机制； 明确了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管辖范围和规模， 提出要
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与基层群众
自治在组织架构、工作内容、运行
机制上的有效衔接； 强调要加大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 完善
社会组织信用评估体系建设。

二是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
平。 着力加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
社区服务供给能力、社区文化引领
能力、社区依法办事能力、社区矛
盾预防化解能力、社区信息化应用
能力等“六大能力建设”。《实施意
见》结合重庆市实际，提出逐步构
建以区县、街道（乡镇）、社区三级服
务中心为主体，城乡社区服务类社
会机构和农村综合服务社为补充
的“3+N”城乡社区服务机构体系；
强化社区精神培育，搭建社区居民
互助互动平台， 深化社区梦想课
堂和市民学校建设， 营造与邻为

善、守望相助、学习向上的良好氛
围； 强调要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
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

三是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
板。从改善社区人居环境、加快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 优化社区
资源配置、推进社区减负增效、改
进社区物业服务管理等方面采取
针对性措施， 破解制约城乡社区
治理的瓶颈问题。《实施意见》要求
各区县要推进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布点规划的编制， 并对相关要求
作了详细规定； 制定完善基层群
众自治组织依法自治事项清单、
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涉
证事项清单、村（社区）工作负面事
项清单等四项清单， 进一步厘清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权责边界； 加快推
进《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工
作，完善业主委员会职能，规范业
主委员会运行。 （据民政部网站）

广州：将 6月设为“慈善为民月”
� � 6 月被设定为广州市首
个“慈善为民月”，期间，全市
将开展 27 项重点慈善活动，
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发展，
助力创建“慈善之城”。

据介绍，今年的“慈善为
民月” 将围绕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暨深化“羊城慈善为
民”行动创建“慈善之城”和
深入开展“文明广州”主题月
活动的总体目标， 突出扶贫
济困和慈善进家庭理念，开
展丰富多样的家庭慈善活
动，营造“人人可慈善、人人
做慈善、人人分享慈善”的良
好社会风尚。

6 月 9 日，“慈善为民”
主题月活动将举办启动仪
式，发布全市“慈善为民”主
题月活动总体安排， 开展慈
善项目推介对接、 慈善救助
咨询、健康义诊、慈善义卖、
书法挥毫、慈善歌曲表演、经
典朗诵、慈善家庭展示、环保
公益、网络互动、儿童手工工
作坊等活动。

6 月中旬， 将举行区域
慈善指数研究报告发布仪
式，由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
会公布 2017 年广州市各区
慈善事业发展情况，为各区
慈善工作“问诊把脉 ”，反

映区域间慈善事业发展的
差异 ， 预测各区域慈善事
业的发展趋势 ， 为广州创
建“慈善之城”提供指引借
鉴。

6 月下旬，将举行《慈善
读本》首发仪式，在全市中小
学开展慈善文化“三个一”工
程：读一本《慈善读本》、上一
堂慈善文化课、 做一件慈善
事，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
文化，让孩子从小在学校、家
庭里认识公益慈善理念。6、7
月期间，各区将围绕“慈善为
民” 主题月各项要求， 开展
27 场重点慈善活动，将公益
慈善活动深入到街道、社区、
学校、家庭等各领域，有力形
成市区联动、 广泛开展的生
动局面。

此外，今年 6 月 30 日是
广东第九个“广东扶贫济困
日”。 6 月期间，全市将开展
干部职工爱心捐赠、 社会组
织扶贫助困、“学子献爱心”、
“扫码一元捐”、“社区扶贫募
捐”、“万企帮万村” 下乡行
动、 访贫慰问活动、 专项扶
贫、行业扶贫等活动，动员更
多的社区、学校、家庭和市民
参与。

（据金羊网 ）

�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尤其
是党的十九大对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强
政策宣传，进一步强化家庭监护
意识，增进亲情关爱，促进安全
生产，推动实现务工人员和农村
留守儿童双受益，“六一” 前夕，
民政部、中国建筑集团联合印发
了《关于组织开展全国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
地”活动的通知》，对下一步活动
开展作出全面部署。

通知指出，“百场宣讲进工
地” 活动将在中建集团承建的
100 个在建项目工地举行，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设立
宣讲分场，活动从 2018 年 6 月初
开始，10 月底结束。

通知明确，宣讲活动主要内
容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规政策、
亲情沟通技巧、 安全自护教育
等，各地可结合实际工作，对宣
讲内容作进一步丰富完善，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将编印部分宣传
资料并印发各地参考。

通知要求， 各分会场可参照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
场宣讲进工地” 启动仪式暨首场
宣讲活动确定活动流程， 并结合
本地实际进一步创新宣讲方式，
丰富宣讲内容，开展特点鲜明、形
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讲活动。通

知强调， 各分会场要加强工作策
划， 认真做好活动流程、 现场布
置、人员组织等工作，确保活动安
全有序，不发生意外事故。

民政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父母的关爱是孩子健康成长的
保障，依法教育抚养孩子是每一
个父母的法定义务，是法律赋予
的神圣职责。 4 月 24 日举办的启
动仪式和首场宣讲，得到社会各
界和工友们的一致好评，开展此
次系列宣讲活动，就是要把这项
活动继续深入推进，会同相关部
门和社会各界力量，继续加强对
家庭监护和委托监护的督促指
导，进一步引导帮助外出务工父
母了解掌握有关家庭教育、亲情
沟通等知识和技巧，学会和加强
与留守未成年子女的沟通交流，
依法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职责和抚养义务，确保农村留守
儿童及时得到妥善监护照料、亲
情关爱和家庭温暖。 此次百场宣
讲活动将惠及 2 万多名外出务
工人员以及近 4 万名农村留守
儿童。

据了解，2016 年以来， 民政
部切实履行牵头部门职责，会同
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和国
务院决策部署， 全力推进各项
工作， 牵头成立了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明确了责任分工；指导
各地制定出台具体落实政策，
成立了由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牵
头的领导协调机制； 摸清了全

国农村留守儿童底数， 开发启
用全国信息系统加强农村留守
儿童信息动态管理； 会同相关
部门组织开展了摸底排查、“合
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
项行动，帮助解决了无人监护、
无户籍、失学辍学等问题；指导
各地有效运转以强制报告、应
急处置为核心环节的农村留守
儿童救助保护机制， 健全完善

家庭、政府、学校和社会齐抓共
管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
系， 通过多种方式强化了农村
留守儿童的家庭监护、 教育关
爱和救助帮扶， 让他们得到更
好的监护照料和社会关爱。

为进一步推动工作， 民政
部将会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一道，加快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机

构能力建设，加强基层儿童工作
队伍配备， 充实一线工作力量，
尽快实现乡镇儿童督导员、村
（居）儿童主任全覆盖，并依托信
息系统实行实名化管理； 指导
各地动态更新农村留守儿童信
息， 全面建立困境儿童信息台
账，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

（据民政部网站）

� � 4 月 24 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在中建二局北京某工地正式启动。图
为鞠萍在采访农民工代表，展示相关安全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