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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组织已达 81 万个 ■ 本报记者 王勇

� � 近日， 民政部官方微信公
众号“中国民政”发布了民政部
有关司局 2018 年工作情况和
2019 年的工作安排摘要。 摘要
显示，截至目前，各级民政部门
登记社会组织 81 万个，认定慈
善组织 5289 个（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 1454 个）。 全国共有 44
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
证书。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中注册的志愿者人数超过 1 亿
人， 记录的志愿服务时间超过
12 亿小时。

持续深化社会组织各项改革

2018 年完成全国性行业协
会商会脱钩试点改革任务。 422
个已脱钩协会商会占试点总量
的 98%。 改革平稳有序、 成效显
著，强化了党的领导，确立了协
会商会独立法人地位，建立综合
监管格局，为全面推开脱钩改革
奠定基础。

积极推进条例制定。 配合司
法部制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
例》， 向各部门及社会公众公开
征求意见，已与司法部就条例草
案形成一致意见。

推进社会组织领域“放管
服”改革。妥善做好机构改革中全
国性社会组织转隶工作。 加强行
政许可标准化建设， 深化权责清
单试点。 协调财政部拨付专款用
于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和注销审
计，减轻社会组织审计费用负担。

推进“互联网+”社会组织建
设。 出台《“互联网＋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 志愿服务）” 行动方案
（2018-2020 年）》《国家社会组织
法人库项目管理办法》《社会组
织数据质量管理基本技术规
范》。 与腾讯等 7 家主流互联网
平台签署合作备忘录。

完善慈善事业相关制度。 发
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慈
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
暂行办法》《公开募捐违法案件
管辖规定（试行）》。 完成“慈善中
国”二期建设。 遴选指定第二批
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规范社会组织管理

2018 年，民政部进一步规范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开展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规范
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营造社
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

严格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出
台加强和改进社会服务机构登记
管理、社会组织名称管理、非军队
主管的社会团体涉军事项管理、
军民融合类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等
通知。严格年检和抽查，加大对违
规行为的约谈、查办和曝光力度。
印发《民政部直管社会组织重大
事项报告管理暂行办法》。

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专项行动。 联合公安机关开展
为期 9 个月的专项行动。 畅通投
诉举报渠道，曝光涉嫌非法社会

组织 300 多个。 采用取缔、责令
解散、劝散等方式依法查处非法
社会组织 5845 个，社会组织生态
有效净化。

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涉企
收费。处罚中国广告协会等 8个违
规收费社团， 没收违法所得 1225
万元。 责令 25个协会向企业退还
违规收费 615万元。根据国务院部
署，会同有关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
地各部门开展专项检查。

强化社会组织信用管理。 发
布《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 联合发改委等 40 个部门发
布《关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
体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启动慈
善捐赠失信专项治理。

配合教育部加强校外培训
机构和民办幼儿园规范管理。 配
合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配合教育部制定并报请党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
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加大执法力度。 2018 年部本
级作出行政处罚 25 件。 举办全
国社会组织执法工作培训班，召
开部分省市执法工作座谈会，加
强对地方执法工作的指导。

加大培育扶持力度

为发挥社会组织作用，2018
年民政部进一步加大培育扶持
力度，聚焦脱贫攻坚，引领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发挥
积极作用。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实施中
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服务项目， 立项资金 1.78 亿元。
推动财政、税务部门修订出台非
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公益性
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等优惠政策。

支持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发挥积极作用。 联合人社部出
台《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
配合卫健委推进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 推进政府购买青少年
社会工作服务。 支持黑龙江、安
徽等地实施灾后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 发布“中国社会工作”主题
LOGO 标志。

动员志愿者发挥积极作用。
开展《志愿服务基本术语》和《志
愿服务组织基本规范》等标准研
制。标识志愿服务组织 1.2 万个。

将注册志愿者比例纳入全国健
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
坚。 制订工作方案，开展 5 次专
题培训，引导全国性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 引导部直管社会组
织参与罗霄山片区贫困县脱贫
攻坚，落地资金 5400 万元。 实施
社会工作“三区”计划、“牵手计
划”社工教育对口扶贫计划。 开
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
活动。

根据全国社会组织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系统收录的数据，截
至目前，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社会
组织 81 万个， 认定慈善组织
5289 个（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1454 个）。 全国共有 44 万人取得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全国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注册的志
愿者人数超过 1 亿人，记录的志
愿服务时间超过 12 亿小时。

“谢谢你们，让我能看到蓝蓝
的天空， 亲人的面孔和大自然的
美景！ ”20 余年生活在黑暗中的
逯松会，在看到世界的那一刻，紧
张、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而
这句话，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则无
异于世界上最美的天籁之音。

逯松会，来自河北省邯郸市
大名县（国家级贫困县）的思高
教养院，今年 24 岁了，从小被丢
弃在思高教养院， 因为双眼先天
性失明，他一直生活在自卑中，感
觉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但是，因
为有点光感，在逯松会的心里，始
终还抱有一丝希望， 就是能不能
通过医术把眼睛治好？ 可是这一
丝希望在现实面前只能埋藏，因
为即使可以治疗，昂贵的费用也
不是孤儿院能够承担的。

2017 年，23 岁的逯松会因为

和睦家医疗基金会的到来，迎来
自己人生的一次大转机。 经过眼
部检查，逯松会被告知可以通过
手术进行治疗。 这消息对逯松会
而言，既喜悦又担忧，喜的是多
年的愿望有希望成为现实，忧的
是昂贵的医疗费用无法负担。

好在， 经过大家的努力，逯
松会多年的愿望终于成真。

2018 年 1 月，王兰医生在北
京和睦家医院为逯松会做了角
膜移植手术，其中检查和手术的
大部分金额是由和睦家医疗出
资（源自每年为医疗救助捐赠
1%营业收入）， 角膜材料等则是
由爱心人士捐助及其所在的思
高教养院筹款。

这样的治疗并不是一次性
的，从 2018 年 1 月开始眼角膜手
术，到之后的反复复查。 拆线，前

后进行了一年的时间，这才有了
开篇激动人心的一幕。

12 月 18 日， 逯松会在和睦
家医院进行了第三次拆线，虽然
眼睛疼的一直流泪，但是在逯松
会的心里是喜悦的。 作为流浪歌
手，他用自己的歌声，表达了对
和睦家医疗集团董事长李碧菁
的感谢。

这一幕，在逯松会的人生经
历中是第一次，而在李碧菁的经
历中，则经历了无数次。

李碧菁在中国创业 40 年，
建立和睦家医疗。 2000 年，因为
到河南焦作一所孤儿院探访，她
决心发起和睦家医疗基金会，为
那些因为各类残疾而被抛弃，因
为缺乏资金而得不到必要医疗
救助的孩子们提供帮助。

自 2002 年起，和睦家医疗每
年向基金会捐助相当于年收入
1%的免费医疗救助，为中国的孤
儿以及贫困儿童提供医疗护理
及手术治疗，并提供培训以改善
那些医疗资源匮乏人群的生活。

逯松会及其所在的思高教养
院， 则受益于和睦家医疗基金会
的项目之一爱童中国医疗。 该项
目与全国各地五十余家福利机构
或助养机构合作， 为孤残儿童提
供和睦家医院及诊所的医疗资
源， 为孤残或困境儿童提供挽救
其生命、改变其命运的医疗救助。

在与逯松会的交谈中，李碧
菁像拉家常一样，关心着他的治
疗、 生活等问题， 事无巨细，并
且，因为情况类似，亲身参与项
目李碧菁对于项目其他的受益
人情况也如数家珍。

据了解，除了参与爱童中国
医疗项目，关注儿童之外，和睦
家医疗基金会还提供医疗培训，
重点进行两癌筛查。

宫颈癌和乳腺癌是中国女
性健康的两大杀手， 近年来发病
率不断上升。 为帮助农村妇女改
善健康状况， 基金会在云南边远
地区开展“两癌”筛查公益活动，
李碧菁带队，来自美国、加拿大、
以色列的和睦家医疗专家、 中山
大学肿瘤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寻
甸县卫计局和县妇计中心工作人
员及 DaDa 的志愿者， 陆续为当
地数千名 35~64 岁女性提供了免
费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服务。

与此同时， 在今年与韩红基
金会第八年合作的“百人援陕”活
动中，除了提供诊断和治疗外，还
承担了为当地女性提供宫颈癌筛
查的项目。此前，“百人援助系列”
已经走过西藏、内蒙古、新疆、青
海、贵州、甘肃、宁夏等地。

“我们在两癌筛查过程中也
注重收集样本，回来继续进行检
测，以验证在当地使用方法技术
的正确率，然后将验证过的可信

赖的技术提供给其他人使用。 ”
李碧菁说。

“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
和睦家医疗基金会在推进的过
程中，也在努力提升医疗救助能
力，探索创新医疗救助的可持续
模式。 作为项目的延伸，基金会
已在与各儿童福利及助养机构
合作开展医疗救助赋能项目，借
助和睦家医疗的资源，提升各机
构工作人员及阿姨们在健康保
健领域方面的知识与实践，帮助
大家更好地为孤残孩子们服务。

同时，为了在全国范围内为
孤残小朋友与困境人群提供“最
后一公里” 的医疗救助服务，
2015 年 11 月， 和睦家爱心医疗
车正式启动，送医上门。 目前行
程已超过两万公里，最远到达云
南、陕西及达宁夏回族自治区进
行女性的两癌普查活动。

“治愈承载希望”，这是和睦
家医疗基金会始终追求的目标。
年初正式注册非公募基金会的
和睦家医疗基金会，正在以崭新
的姿态继续前行，发挥自身的医
疗特长，尽可能地为有需要人群
提供医疗救助。

在逯松会拆线的当天， 和睦
家医疗基金会还同时为思高教养
院定向捐赠价值 8 万元的皮卡车
一辆，用于解决思高教养院 47 名
残障孩子买菜和外出的困难。

和睦家医疗：让生下来不一样的孩子通过治疗带来希望

（网页截图）

拆线中（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