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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发声全球气候行动峰会
� � 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于 9 月
12 日至 14 日在美国旧金山举
办。 本次峰会的五个主要挑战
领域是：健康能源系统、包容性
经济增长、可持续社区、土地管
理和变革性气候投资。 一系列
报告将在未来几个月和峰会上
发布，以强调各个国家和地区、
城市、 企业、 投资者和民间团
体，即“非党派利益相关者”对
改善国家及国际气候变化所做
的努力。

来自各个国家、 地方政府、
企业的领导代表汇集于此，共同
为如何逆转气候变化，激发更深
层次的国家承诺，在全世界范围
内加速行动进行讨论。

应峰会邀请，中国气候变化
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先生担任
峰会联合主席， 万科名誉主席、
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老
牛基金会创始人、荣誉会长牛根
生，宁夏宝丰集团总裁、燕宝基
金会理事长党彦宝，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会长、 当代集团
董事长艾路明等中国慈善家出
席会议， 并以实际行动积极响
应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联合发
起了“气候变化全球行动”，支
持中国政府落实习近平主席宣
布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承诺，
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
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从自身
做起，积极采取行动在推动巴黎
协定 2℃温升目标的落实和全球
绿色低碳发展的议题上发挥关
键的作用。

峰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

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代表不仅
展示了自 2015 年以来气候行动
方面所取得的多项进展及非凡
成就，同时，也为下一步在全球
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
施，讨论通过科技创新、政策改
革、 能源转型等方式推动国家、
地区、企业、社会组织等厉行降
低碳排放量的承诺和责任，并对
地球是生命共同体进行更深层
次的讨论。 峰会议题也围绕巴黎
气候行动的五个关键领域进行
深入讨论， 即健康的能源系统，
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可持续的社
区，土地海洋管理，以及气候投
资变革。

9 月 12 日，由中国生态环境
部气候司与加州政府共同举办
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中国角”
受到众多与会者的关注。 在气候

司的指导下， 万科公益基金会、
老牛基金会、 燕宝慈善基金会、
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阿拉善基
金会、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战略
咨询研究院、北京市永续全球环
境研究所、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院、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等 10 家中国的公益组织、 基金
会、 研究机构作为发起单
位，共同发布了“气候变化
全球行动”倡议，“呼吁行业
协会、商会、联合会引领及
带动全产业链、产业群的碳
减排、 绿色转型和绿色创
新；呼吁工商企业将应对气
候变化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应对
气候变化的企业典范，积极
推广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

式和气候问题的解决方
案，带动市场、行业及政
策走向。 ”同时，还针对倡
议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
策略，进一步展现中国企
业厉行《巴黎协定》的决
心与努力。

谢振华表示：“倡议
展示了中国社会力量对
峰会的支持，更表明中国
社会正在通过实实在在
的行动为落实《巴黎协
定》、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做出贡献。 期待更多中
国和世界各国的企业家、
公益组织、研究机构签署
加入这一行动倡议，也希
望东西方公益组织进一

步加强交流与合作，携手为推进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做出更大贡献。 ”

中国角边会期间还促成签
署了多项中国与加州及其他地
区的政府、企业、科研等多边多
层面的合作备忘录。

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问

题，青年人群体则是重要的参与
者，并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
作用。 作为展示中美两国及全世
界青年在环保领域的创新性想
法的平台， 由万科公益基金会、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等单位
支持的“绿领先锋”青年环保创
新计划（YGT）认为青年人的参
与不仅是为环境保护问题提供
更为新鲜的解决方案和思路、更
是为未来的全球合作与对话奠
定坚定的基础。

峰会期间，“绿领先锋“计划
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冰与
煤” 系列展览中首次对外亮相。

“冰与煤” 展览是通过艺术的表
现手法，向公众展示“气势磅礴
的冰川与沉暗隐韧的煤矿”之间
的隐秘联系，使人们以创新的视
觉角度认识并了解气候变暖的
问题。“绿领先锋“计划将展示中
美两国青年在应对气候变化和
环保领域的创新性思路和努力，
吸引来自全世界的环保领域学
术专家，慈善事业伙伴、投资者
和创业家参与和交流。

（张雪弢）

在深圳， 每次台风凶猛来
袭，总有交警、环卫工人、消防
官兵等各类服务人员坚守在
风雨之中，守护深圳市民的安
全，而以“解决市民问题，促进
民生幸福” 为己任的深圳社
工，同样是这些服务队伍中的
一支。

在本次“山竹”过境中，深
圳社工根据市民政局工作部署
和各用人单位工作安排， 积极
投入到救灾应急工作之中，为
深圳市民开展了应急避难场所
安置、安全隐患排查、特殊群体
慰问与转移等各类服务，截至 9
月 16 日晚 8 时， 服务总量达
3.7 万余人次。

9 月 15 日至 16 日期间，
深圳社工开放了 113 家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作为市民的紧
急避难场所，并对社区、街路、
施工场地、商家等重点场所进
行了安全隐患排查，同时为独
居老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
等特殊群体进行了慰问与帮
扶，协助有需人士进行了安置
转移。

16 日下午， 随着深圳市启
动Ⅰ级应急响应及实行“四
停”，更多的社工投入到了避难

安置点的服务之中。 同时，深圳
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于 9 月 16
日上午发布了《室内应急避难
场所灾时管理与服务流程化操
作指引》，为各安置点的社工开
展避难场所安置服务、 安置人
员安全撤离、 避难场所功能恢
复等工作提供了科学、 有效的
指引。

在全市各区的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中小学
校、体育中心、维稳中心等避难
场所中， 社工们一方面协助进
行安置点的积水清理、 现场秩
序维护， 向安置点的居民派发
就餐、住宿、医疗用品等物资，
确保了避难人员的人身安全与
基本生活。

另一方面， 面对前来避险
的独居及高龄老人、 外来务工
人员及家属、海边生活居民、老
旧危房居民、 流浪乞讨人员等
群体， 社工们同样关注他们的
心理需求与情绪状况， 对大家
进行情绪安抚， 开展减压互动
小游戏，为大家提供电影播放、
书报杂志、棋牌等康乐服务，宣
导台风防御安全知识， 及时发
布台风实时动态等资讯， 从心
理与精神层面关注安置市民的

需求， 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服
务。

同时， 部分街道的社工配
合街道事务办，与义工、消防官
兵们一起组成抗台风小组，制
定每 4 小时换班机制， 参与协
助巡逻、户外人员劝导、物资储
备检查、 场地安全状况检查等
工作， 部分社工协助街道统计
安置点人员信息，使各街道、社
区的安置情况得到了及时的汇
总与上报。

在本次台风应急服务中，
深圳社工行业齐心协力、 积极
参与，北斗、南风、温馨、志远、
大同、融雪盛平、鹏晨、新现代、
壹家亲、阳光家庭、惠民、慧家、
百合、慈善公益网、彩虹、东西
方、鹏星、尚德、社联、升阳升、
正阳、新现代、至诚等 30 余家
社工组织的 625 名社工们投入
到了本次的台风应急工作之
中， 为服务对象开展各类服务
达 37447 人次。

台风“山竹”仍在呼啸着掠
过鹏城大地， 但深圳市民却也
始终有着社工们的暖心相伴，
为了市民的安全与幸福而努
力，深圳社工，一直在行动。

（据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深圳社工开展 3.7万余人次台风应急服务

上海：公益伙伴日社会组织获“政策
大礼包”
� � 9 月 15 日，上海公益伙伴日
开幕。上海市民政局、市社团局为
全市社会组织奉上“政策大礼
包”。

《上海市社会组织评估指标
（2018 版）》 出台， 这是继 2012、
2015 版之后第三次对评估指标
进行的“大修”。其中，大幅增加了
党建工作分值； 大幅调减了基础
条件的分值； 大幅增加了四级指
标， 总指标个数从 2015 版的 695

个增加到 837 个。同时，加了特色
工作指标。

去年， 上海以正面清单的方
式公布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
务推荐目录（2017 版）》。 今年公
布的“2018 新版目录”进一步扩
容，共推荐社会组织 272 家，数量
相较 2017 版增长了 44%，基本涵
盖了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的常见领域。

（据《新民晚报》）

甘肃：向 220 家全省性社会组织下发
责令整改通知书
� � 近日， 甘肃省民政厅向超期
未换届、 年检不合格和未参加年
度检查的 220 家全省性社会组织
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责令进行
限期整改。

按照责令改正通知书明确
的时限， 逾期不整改的全省性

社会组织， 省民政厅将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并按照《社会组织信用信息
管理办法》 将其列入异常活动
名录， 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

（据甘肃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成都：3000 万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
金征集项目
� � 成都近日正式开启 2018 年
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项目的征
集工作。和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
不仅为所有项目准备了 3000 万
元资助金， 同时还首次为社会工
作者提供机会， 让其个人也有机
会申请到资助金。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公益人

才的培育资助拟提供 300 万元，
项目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社会组
织管理人才培养、 各类公益人才
培训。而乡村振兴人才培育、公益
杰出人才工作室是本次亮点，单
个项目资助金额分别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20 万元。

（据《成都商报》）

中国慈善家联合发起了“气候变化全球行动”（峰会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