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

04 新闻
２０18．8.14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News

北京：四百余万志愿者点亮“双奥之城”

� � 一是数量持续增长。 截止
到 6 月底， 全市各级民政部门
登记的社会组织 17154 家，同
比增长 3.7%， 资产总值达 100
亿元， 提供就业岗位 20 余万
个。

二是推进脱钩改革。 全
市 1462 家行业协会商会完
成深化脱钩任务， 市级层面
对 37 家“僵尸”型行业协会

商会依法进行注销、 撤销登
记。

三是推行直接登记。 全
面实施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
记制度， 全市直接登记社会
组织 2481 家， 其中市级 117
家。 率先出台异地商会登记
管理办法， 下放异地商会审
批权限。

四是开展综合评估。 修订

完善行业协会、 异地商会等 9
类社会组织评估指标，近年来，
市级共评估 3A 以上等级社会
组织 142 家。

五是实现党建全覆盖。 在
已有 7 个行业社会组织党委的
基础上， 依托有关市级部门新
设立 13 个行业社会组织综合
党委，实现全覆盖。

（据重庆市政府网）

重庆：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和监管成效明显

� � 在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的展柜里，一黄一黑手环展出了
十年。 这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上，志愿者李红涛赠送给牙买加
运动员博尔特的志愿服务“微笑
圈”， 博尔特在该届奥运会打破
了尘封 12 年之久的男子 200 米
世界纪录。

十年前的 2008 年，是中国志
愿服务元年。 如今，全市志愿者
队伍已从 170 万壮大到 413.7
万，志愿服务除了“微笑圈”，也
有了更多的服务名片。

全市在册志愿者达 413.7
万人

那一年， 李红涛还只是北
京体育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
有幸成为奥运会志愿者， 被安
排在鸟巢北侧的运动员热身场
地服务。

据统计， 北京奥运会有 170
余万志愿者参与工作，其中赛会
志愿者 10 万人， 城市志愿者和
社会志愿者的概念首次被明确
提出。 志愿者统一着蓝色服装、
戴五色微笑手环，微笑形象深入
人心。

也是从 2008 年开始，“北京
志愿者”这个群体受到越来越多
瞩目，“志愿者的微笑”成为首都
的一张名片， 不少大型赛事、活
动现场，甚至街头巷尾都能看到
志愿者的身影。

根据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
最新数据，截至去年年底，本市
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
册志愿者达 413.7 万人， 服务时
间超过 2.25 亿小时。 与 10 年前
相比， 志愿者的人数上涨了 243
万。

首都的一道亮丽风景

2008 年，在北京工业大学工
作的任炜成为奥运会羽毛球赛
事场馆的志愿者经理。 此后，他
获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大型赛
会志愿者工作专家， 并以专家、
顾问等身份先后参与了上海世
博会、北京园博会等大型赛会志
愿者工作，见证了志愿者服务的
变化。

“2008 年是中国志愿服务元
年，志愿意识、志愿精神从那时
开始萌芽，接着在各类活动中摸
索发展，2014 年开始志愿服务朝
着制度化、 专业化方向演进，北
京圆满完成了 APEC 会议、‘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等重大活动服
务工作。 ”任炜介绍。

2014 年，任炜曾担任 APEC
会议首席志愿者培训官。 此时，
对志愿者的要求已提高：必须有
参加大型会议志愿服务活动的
经历；在“志愿北京”网站上正式
注册的志愿者；曾在志愿服务活
动中获得比较高规格的表彰或
优秀志愿者等。 与奥运会相比，
此次会议的志愿服务业务口也
增多了，岗位化、专业化要求高
出不少。“仅单单一项文件处理
工作，就分为文件官助理、编辑
助理、文印助理、分拣助理和运
送助理等多个岗位志愿者，分工
很细。 ”

每次大型活动的志愿服务
经验被固化下来，《大型活动志
愿服务的组织与管理》《大型活
动志愿服务管理规范》 编制出
版，从调研、宣传，到选拔、录用，
再到培训、管理等 12 个板块，为
志愿服务的组织与管理工作提

供一个规范、系统的标准。 此外，
该市先后出台了政策法规，确立
了志愿者实名注册、 服务记录、
星级认定、 培训管理等基本制
度。

“志愿北京”网站实名注册
的志愿者均可获得人身意外险，
在培训和在岗服务期间，以及住
地和岗位之间往返途中均可享
受保险保障。 根据服务时间的长
短，每名志愿者还可以获得 1 星
到 5 星的荣誉，以及志愿服务证
书。

“有人曾说志愿者的微笑
是北京最好的名片， 我想，除
了微笑， 他们的专业素质、高
效的沟通能力，以及对自身岗
位的责任心，都足以让他们成
为首都一道亮丽的风景。 ”任
炜说。

冬奥志愿者明年开始招募

如今，2022 年冬奥会已经进
入“北京周期”，冬奥志愿者的招
募计划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今年 1 月， 北京冬奥组委、
北京团市委等单位，面向来自全
国的 113 名平昌冬奥会中国志
愿者，开办了培训交流营，在平
昌冬奥会结束后， 保留了 70 名
有经验的骨干志愿者。 同时，从
北京高校遴选了 230 名拥有中、
高级道滑雪技能的青年学生，组
建了一支由 32 名体育教师组成
的滑雪教练员队伍，列入专业志
愿者储备库。 到明年底，冬奥组
委将全面启动赛会志愿者招募
培养工作。

此前据北京冬奥组委有关

负责人介绍，要成为北京冬奥会
志愿者，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热
爱奥林匹克事业，有志于为冬奥
会做贡献。 具体来说，要了解冬
奥会的有关知识，从现在开始就
要关注冬奥会，尽可能参与冬奥
会的筹办工作；有一定的外语知
识；最好能掌握一门冰雪运动的
技能。

目前，团市委、市志愿服务
联合会正在配合做好冬奥会的
志愿服务筹备工作，推动各方力
量积极参与其中。

李红涛和任炜的志愿服务
脚步也从未停歇。 为了能与奥运
再续“情缘”，他们第一时间报名
并参与到筹备工作中。“我们还
要做志愿者，为北京加油。 ”李红
涛和任炜憧憬着 4 年后的又一
场奥运盛会。 （据《北京日报》）

� � 近日， 贵阳市民政局设立
“贵阳市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涉
企收费”投诉举报电话，清理、
规范涉企收费行为，为企业正
常有序发展“护航”。

据贵阳市民政局民间组
织执法监察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投诉举报对象为涉嫌违规
涉企收费的本市行业协会和
商会。

市民若遇到以下 10 种情
形，均可投诉举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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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以政府委托事项为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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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活动和出国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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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贵阳晚报》）

贵阳：社团违规收费市民可举报

� � 为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深度贫
困县脱贫攻坚， 四川省民政厅今
年设立 4500 万元“种子基金”，引
导全省性社会组织参与深度贫困
县脱贫攻坚工作。截至 8 月 3 日，
已有 27 家全省性社会组织与 37
个深度贫困县签订了“一对一”或

“一对多”帮扶协议。
其中， 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

会与炉霍县下罗科玛乡签订结对
帮扶协议， 在当地一个行政村建
设面积约 250 平方米的综合服务
中心，配备体育健身、书报阅览、

棋牌等活动设施， 引领全村牧民
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省众扶
慈善基金会赴凉山州昭觉县开展

“集体牧场”项目对接，项目主要
是以集体养殖黑山羊为主， 基金
会负责提供优良种羊、技术支持、
人员培训， 以及成羊后期回收包
销； 省中药材科技协会对甘孜州
泸定县和乐山市峨边县种植项目
进行指导，将通过技术支持、生产
支持、销售支持等措施，为当地培
训专业技术人才， 助力对口帮扶
村脱贫攻坚。 （据《四川日报》）

四川：27家社会组织帮扶 37个深度贫困县

� � 近日，《山东省社会组织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印发，办法主要规
范省级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采取奖补资助的形式，专项用
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

《办法》强调专项资金管理突
出公共财政导向， 遵循“引导激
励、突出重点、公开透明、注重绩
效”原则，落实社会组织发展规划

及相关政策要求， 引导社会组织
强化自身能力建设， 鼓励各级财
政加大资金投入， 促进社会组织
健康有序发展。

《办法》要求重点支持管理运
作规范、作用发挥充分、社会效益
突出的社会组织。相同条件下，优
先支持获得 3A 评估等级以上的
社会组织。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山东：印发社会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