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工作

动态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部管社会组织巡察试点进驻动员会召开

04 新闻
２０19．6.1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News

� � 2019 年 6 月 15 日， 根据民
政部党组和部管社会组织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安排，民政部
召开巡察试点进驻动员会。 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部管社会组织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詹成付
出席会议并讲话。 巡察组组长刘
忠祥、副组长张贞德以及巡察组
全体人员，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全体党员，
部直管社会组织负责人， 共 60
余人参加会议。 部机关纪委负责
人刘涛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 开展部管社会
组织巡察是民政部党组贯彻落
实中央巡视工作新部署新要
求，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的重要举措。 部党组决定
对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党支部
开展巡察试点， 首次将党内巡
视巡察监督延伸覆盖到社会组

织党组织， 为探索建立部管社
会组织巡察制度迈出了坚实的
第一步。 民政部业务主管的社
会组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切
实增强做好部管社会组织巡察
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巡察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
的部署要求， 牢牢把握政治巡
察定位和任务，不断提升“两个
维护”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切实增强主动接受巡察监督的
坚定性、自觉性。

会议要求， 中国社会福利
基金会党支部要以部党组接受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为榜
样，提高政治站位，恪守党性原
则，严格按照《被巡视党组织配
合中央巡视工作的规定》 的具
体要求， 积极支持配合巡察组
开展工作； 要自觉营造良好监

督氛围，积极动员、鼓励支持党
员群众认真客观反映真实情
况；要严格纪律要求，加强对巡
察组纪律作风的监督。

会议指出，部管社会组织要
着力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要
以巡察整改为契机，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要切实扛起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刻领会党
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部署，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
党形势任务，进一步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把抓好党建作为首要
任务； 要把巡察整改作为践行
“两个维护”的试金石和检验“两
个责任”的重要标尺，坚持即知
即改、边巡边改、立行立改；结合
当前正在全面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切实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落实
落地。

巡察组组长刘忠祥结合被
巡察社会组织实际，通报了巡察
的主要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
求。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党支部

书记戚学森代表被巡察社会组
织作了表态发言。

动员会上，巡察组公布了巡
察期间的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
会后，巡察组正式进驻。

（据民政部网站）

6 月 12 日上午， 国务院扶
贫办“社会组织扶贫案例征集”
项目暨《中国社会组织扶贫案
例精选》 启动仪式在清华大学
举行。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
司司长曲天军、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副局长刘振国、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彭宗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
教授以及各行业协会、基金会的
代表出席了启动仪式。

社会组织是参与脱贫攻坚
的重要力量之一。 近年来，我国
社会组织通过专业性、创新性的
探索，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助力
精准扶贫。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
贫司委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开展社会组织扶贫案例研究，
就是为了进一步总结我国社会
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经验，挖
掘可复制、 可推广的优秀典型
案例， 讲好中国社会组织扶贫
的故事， 激励和引导广大社会
组织更好参与扶贫开发事业。

社会组织扶贫案例研究项
目计划在 2019 年 8 月 30 日之
前完成案例征集工作， 然后按
照公平、 公正的评选程序，遴
选出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社
会组织扶贫优秀案例，结集出
版宣传。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
司长曲天军在致辞中强调，开
展社会组织案例研究项目，就
是希望了解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的基本情况，对优秀的、有效的
经验和模式予以宣传和推广，
给予参与扶贫的社会组织肯定
和鼓励。 曲天军司长提出希望
社会组织牢牢把握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方略， 认真梳理总
结，积极探索创新，建设长效机
制，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
脱贫攻坚方面的作用和潜力，
探索 2020 年后社会组织的工
作方法和模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
委书记彭宗超在致辞中表示，
本次启动的“社会组织扶贫案
例研究” 课题将面向全国征集
社会组织扶贫的优秀案例，课
题组将对一些精准度高、 创新
性强、 扶贫成效显著的案例进
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树立社会
组织扶贫的典范和标杆， 引导
和动员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
我国精准扶贫的事业之中。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
局长刘振国提到， 开展社会组
织扶贫案例征集活动将进一步
总结经验， 动员社会组织更多
更好的参与脱贫攻坚。

动员会现场

社会组织扶贫案例征集启动会
在清华大学召开

启动会现场

� � 近日， 民政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志愿
服务宣传展示工作的通知》，要
求 6 月至 12 月， 各地围绕活动
重点持续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
务宣传展示活动。

要聚焦脱贫攻坚，突出宣传
展示重点：

1、 宣传脱贫攻坚志愿服务
好声音。 大力宣传接地气、惠民
生、暖人心、有良好社会影响力
的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展示志愿服务在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中的强大生命力。

2、 讲述脱贫攻坚志愿者好
故事。 广泛讲述脱贫攻坚志愿者
的感人故事，展现广大志愿者积
极投身脱贫攻坚战，决胜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先进事迹。

3、 展示志愿服务组织好做
法。 积极传播志愿服务组织开展
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的模式方法，
展现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尽锐出战、攻坚克

难的精神风貌。
4、 展现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好

效果。 重点宣传各单位、各志愿服
务组织策划实施脱贫攻坚志愿服
务基本情况及工作成效，展现志愿
服务在脱贫攻坚中的积极作用。

5、 推广脱贫攻坚志愿服务
好经验。 推广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培育发展志愿服务组织、招
募使用志愿者，有效开展脱贫攻
坚志愿服务的好经验好做法。

（王勇）

河北：严重失信人员不得作为社会组织负责人人选

� � 近日，河北省社会组织党委
研究制定了《河北省省属社会组
织负责人人选审核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规定了社会组织负
责人人选应具备的六个条件和
不得作为社会组织负责人人选
的六种情形。

其中，社会组织负责人人选
应具备的六个条件：一是自觉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能够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二是遵纪守法，勤
勉尽职， 个人社会信用记录良
好； 三是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经验和能力， 熟悉行业领域情
况，在本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和影响力； 四是身体健
康，能正常履职，年龄符合相关
规定；五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六是无法律法规禁止任职的
其他情形。

不得作为社会组织负责人
人选的六种情形有：一是无民事
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的；二是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
夺政治权利刑事处罚的; 三是因
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自刑罚执
行完毕之日起未满 5 年的；四是
曾担任被吊销登记证书或者被
撤销社会组织负责人，吊销登记
证书或者撤销时间未满 5 年的 ;
五是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六
是在职或退休国家公职人员，未
经干部管理权限部门备案同意
的。 此外《办法》还详细规定了社
会组织负责人人选的审核方式
和审核程序。 （据河北新闻网）

贵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获国际贷款近 32亿元

� � 6 月 5 日，世界银行、法国开
发署联合融资贷款贵州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项目启动仪式在京
举行。 贵州省民政厅厅长彭旻
在仪式上介绍了世界银行、法
国开发署联合融资支持贵州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基本情
况。 据悉，项目贷款金额分别为
世界银行 3.5 亿美元， 法国开发
署 1 亿欧元，折合人民币总计近
32 亿元。

彭旻介绍，该项目将支持贵

州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的加强
居家和社区养老、提升养老服务
质量、提高公共财政资源的使用
效率等方面的活动。 意在提高老
年人获得基本养老服务的公平
性和可及性，提升服务质量和养
老服务体系的效率。 前期选择贵
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黔南州
和黔西南州五个市（州）48 个县
（市、区）进行试点，为今后的全
省覆盖提供借鉴。

彭旻表示，项目建成后贵州

养老服务会形成一整套的养老
服务政策、监管体系；搭建起一
个集合各类资源的省级智慧养
老服务云平台；1650 个标准化的
居家社区养老设施和 640 个标
准化的城乡养老机构得到提质
改造； 培训 3.7 万名养老专业人
才； 养老产业发展得到促进，为
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养
老服务；获得政府基本养老服务
的城乡老年人将达 40 余万。

（据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