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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不放假 情暖椰城黄金周
在人流拥挤繁忙的车站码

头， 在游人如织的景区景点，在
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在严阵以
待的公园急救屋，一抹“蓝色”灵
动地装点了椰城的国庆长假。 市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共青
团海口市委员会以及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精心打造青年志愿“公
益假期”， 开展系列暖心志愿服
务活动， 展现了海口的文明新
风。

急救志愿服务让椰城更温馨

10 月 6 日上午 9 时，掩映在
万绿园缤纷绿意中的椰城志愿
者之家“急救微课堂”准时开课
了。 作为培训导师的急救志愿者
潘泓铭早就做好了准备，迎接陆
续前来参观学习的市民和游客。

“当心肌梗塞、脑梗、溺水、
触电、猝死等意外发生时，120 很
难在黄金 4 分钟内赶到，因此作
为第一目击者的群众进行施救
显为重要，可见普及急救知识已
经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迫切
需要。 ”加入海口急救志愿队伍
以来，潘泓铭已经数不清参与过

多少场急救知识培训了，从刚开
始的生疏腼腆到如今能够独立
完成一堂课的教学， 潘泓铭觉
得， 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
把急救知识向更多的市民普及，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急救志愿者带给我的快乐
是其他事情无法代替的，我们的
队伍正在逐渐壮大，这让生活在
海口的人感觉到越来越温馨，越
来越有归属感。 ”和潘泓铭一样，
整个国庆假期， 急救志愿者陈
霖、胡文捷均放弃和家人出游的
计划，认认真真把急救微课堂热
闹地开办起来，为专程赶来的市
民或路过的游客教授自救互救
常识。 急救屋外，十多名来自龙
华区的志愿者为了将文明交通、
和谐旅行的概念传递给每一个
游客，一边微笑有礼地引导游客
观光游览，一边捡拾垃圾，并将
那些随处乱放的共享单车摆放
到指定位置， 方便游人使用，这
些文明行为成为万绿园的一抹
别样美景。

“志愿者积极热情地向大家
服务，实际上潜移默化地营造起
人人乐于助人的社会氛围，让社

会充满正能量， 让城市更温馨，
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很舒心。 ”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游客郭先
生笑着为他们竖起大拇指。

交通志愿服务传递城市温度

6 日上午， 秀英港出现离岛
返程的小高峰，许多外地车辆汇
集在各个检票口， 等待登船出
港。“这个购票公众号怎么关注
呢？ ”“上传身份证就可以取票了

吗？ ”面对旅客的各种提问，身着
蓝色马甲的志愿者晓鸥和同学
们穿梭在人群和车流中耐心回
答，尽力保障旅客有序地购票出
岛。

“阿姨，您的行李很重，让我
帮您拿吧！ ”“您是买去三亚的车
票吗，我来帮您！ ”在海口火车东
站售票大厅内，同样是穿着“海
南志愿者”蓝马甲的海南师范大
学学生志愿者张晓丹不停地忙
碌着。 记者注意到，列车时间表、
如何购票、怎样退票改签，都是
乘客常问的问题，由于提前做了
功课，对乘客的疑问，像张晓丹
一样的学生志愿者基本都能一
一解答。

国庆长假已经接近尾声，海
口进入返程高峰。 许多像张晓丹
这样的志愿者，放弃自己的节日
时间，分散在汽车东站、汽车南
站、汽车西站、美兰国际机场、海
口港、南港码头等站点，开展引
导咨询、秩序维护、搬运行李、扶
老携幼等志愿服务活动，用贴心
行动温暖旅客。 他们除了会对车
站内不文明的行为进行劝导和
制止之外，还会捡拾车站内的垃
圾，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的站内
环境。

来自广东的游客陈炎对青
年志愿者的贴心服务感动不已。
他说，自己这次带着父母妻儿来
到海口游玩，随处可见“蓝马甲
志愿者”的身影，无论是在景区，
还是在城区，或者是到码头排队
过海， 只要有需要找到他们，都
能得到友善的帮助，哪怕是一瓶
水，一个面包，都让人觉得安心，
暖心。“我是做物流工作的，经常

跑南跑北。 这一次在海口找到了
家的感觉， 这里不仅风景好、氛
围好，人更是热情。 ”

旅游志愿服务擦亮海口名片

“您好，要拍全家福吗？ 我来
帮您吧！ ”“骑楼老街具有南洋风
情的建筑，已经入选了首届十大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10 月 5
日，假期已过半，海口骑楼老街
依然游人如织。 在来自四面八方
的游客当中，活跃着许多身穿蓝
马甲的青年志愿者身影，他们或
参与讲解，或维持秩序，或捡拾
垃圾，尽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出一
个舒心的游玩环境。

在义龙东社区，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开展了“人人参与禁毒，
构建美丽龙华”禁毒主题教育宣
传活动和志愿者招募等活动，为
市民游客服务。 当天，志愿者与
300 多市民游客一起参与了一场
生动的禁毒宣传主题教育活动，
发放了 280 份禁毒宣传册。

在白沙门公园，尽管天气炎
热，但青年志愿者却积极参与到
志愿服务中， 耐心地为市民、游
客提供景区咨询、义务拍照等暖
心服务。“在学校看到招募志愿
者的信息后，我就报名参加了。 ”
21 岁的海大青年志愿者陈辉兴
奋地说。

“有了这些志愿者，海口就
更美了。 ”带着亲友到火山口公
园游玩的市民屈女士告诉记
者， 自己定居海口已有 10 年，
近几年来注意到服务在城市各
处的各类志愿者悄悄多了起
来，他们热情友善，不计报酬地
帮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很多
小事情都让人深受感动， 希望
今后自己也能加入志愿者队
伍，利用业余时间传播正能量，
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游客在海
口看到的不只是风景， 还有让
人自豪的城市文明。

据介绍，截至 6 日，国庆期
间海口已出动志愿者 5560 余人
次， 累计服务旅客市民 10 万余
人次， 服务时长已超过 15700 小
时。 海口将通过系列暖心志愿服
务， 打造青年志愿者的公益假
期，以小善大爱来向省内外游客
展现海口的人文之美。

（据《海口日报》）

财政部：进一步明确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要求
� � 9 月 29 日，财政部、税务总
局、民政部发布《关于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有关问题的补充通
知》。《通知》明确，《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8〕160 号）和《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通过
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9〕124 号）中的“行政处
罚”，是指税务机关和登记管理

机关给予的行政处罚（警告或
单次 1 万元以下罚款除外）。

通知执行前未确认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
会团体，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王勇）

山东：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 � 近日，山东省民政厅、省委
组织部等 14 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
组织的指导意见》，引导社区社
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进一步
推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指导意见》明确了发展
目标，到 2020 年，全省社区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力争实现每个城市社区平
均不少于 10 个社区社会组
织，每个农村社区平均不少于
5 个社区社会组织， 每个行政
村实现“一村一组织”； 街道

（乡镇）全部建立各具特色、作
用明显的枢纽型、联合型社区
社会组织。 到 2035 年，实现社
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更加健
全，支持措施更加完备，整体
发展更加有序，作用发挥更加
明显，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和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有力
支撑，基本实现政府的事购买
服务花钱办、社会的事由社区
社会组织承接办、专业的事社
会工作者有偿办、居民的事由
社区志愿者免费办。

《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推

进服务平台建设。 建立社区社
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 积极探
索在城乡社区层面建立社区社
会组织孵化机制，到 2020 年，全
省社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
在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的覆盖
率分别达到 50%、20%以上。

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建
立业务培训制度， 开展社会工
作职业水平考试免费辅导，对
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并
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可以实
行一次性奖励补助。

（据民政部网站）

广州：表彰 100 户“慈善家庭”
� � 9 月 27 日，2018 年度“广州
市十大最美慈善家庭”、2018 年
度“广州市优秀慈善家庭”在广
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厅揭晓，100
户“慈善家庭”受到表彰。

今年 6 月，广州市民政局、
市文明办、市妇联以“慈善为民
爱传万家”为主题，开展了 2018
年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创
建“慈善之城”之寻找“慈善家
庭”活动。

经推荐（自荐）、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和公示等程序， 全市

共寻找到 100 户“慈善家庭”，
其中，获得“最美慈善家庭”称
号的有 10 户，获得“优秀慈善
家庭”称号的有 90 户。

10 户“最美慈善家庭”分别
是：任永全家庭、李燕家庭、徐靓
家庭、李锦文家庭、梁冰家庭、赖
燕丽家庭、陈兆年家庭、贺惠芬
家庭、谢仲余家庭、雷建威家庭。

活动现场，李燕分享了母亲
对其的言传身教，李锦文分享了
弃商从善， 带动妻儿一同坚持
14 年做公益的故事， 谢仲余家

庭则回忆老父亲从 30 多年前赚
到第一桶金参与慈善活动，到如
今传承公益情怀的经历，他们用
实际行动， 传递着慈善能量，弘
扬崇德向善的慈善精神。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为
百行首”。何红玉家庭、秦兆年家
庭、蒋盛家庭作为“优秀慈善家
庭”代表，现场分享了把敬老、爱
老的美德融入慈善的心得体会，
并宣读了“敬老爱老”倡议，用行
动践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据人民网-广东频道）

深圳：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劳动争议调解
� � 工资单位发少了？ 社保没按
时缴纳？ 离职时单位的经济补偿
金算少了？ 每个人在工作中都有
可能遇到这些情况。 由于耗时
短、程序简单、成本低，调解就成
了处理这些纠纷和争议的有效
手段，也在促进劳资和谐与社会
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日，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
局、市委政法委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
解工作的意见》。《意见》从五个
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举措。

在加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
解组织建设方面 ， 提出完善

“区—街道—社区（工业园区）
—企业、行业商会（协会）”四级
调解网络的政策举措； 在建立
健全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制度
方面， 提出完善劳动争议调解
的相关工作制度、 建立调解与
仲裁衔接机制、 探索建立社会
组织参与劳动争议调解机制、
健全劳动争议预防协商解决机
制等举措。

（据《深圳晚报》）

10 月 2 日上午，在火山口公园内，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动物标本和
仿制品向孩子们介绍海口湿地里的野生动植物（图片来源：海口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