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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扶贫济困日：

深圳认捐及已到账善款已超 12.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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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 6 月 30 日，以“决战脱贫攻
坚，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深
圳市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举行。 12 家深圳企业获得
2018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红棉杯
金奖。

据深圳市慈善会的消息，今
年的扶贫济困日活动，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深圳市共为广东
扶贫济困日认捐及已到账善款
已超 12.33 亿元， 除单独向省级
捐赠接收机构认捐 6 亿元外，在
市、区两级捐赠接收机构认捐及
到账已超 6.33 亿元。 其中，活动
仪式现场，30 家爱心企业进行了
现场举牌认捐超 5.87 亿元。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最
早是在 2010 年举行的。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
煌成就， 但区域城乡发展不平
衡问题仍然突出。 2010 年中共
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
“全省要设立‘广东扶贫济困
日’，鼓励对口帮扶部门以及社
会各界深入贫困地区，献爱心，
搞帮扶”。

2010 年 6 月 4 日，经国务院
批准同意， 确定自 2010 年起每
年 6 月 30 日为“广东扶贫济困
日”。 旨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扶贫开发事业，并对每年
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

此后，每年一届的“广东扶
贫济困日”都会在广东各地掀起

捐赠高潮。
据介绍，根据中央和省对口

帮扶工作安排，目前深圳市仍在
进行的对口帮扶工作分为对口
支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全面对
口帮扶三类，涉及 9 省（自治区、
直辖市）有关地区，主要包括：

对口支援方面，新疆喀什市
和塔县， 西藏察隅县和察隅农
场，四川德格、石渠和甘孜 3 县、
重庆巫山县，江西省寻乌县。

东西部扶贫协作协作方面，
广西百色、河池市，云南昭通市，
贵州毕节市。

省内全面对口帮扶方面，对
口帮扶广东河源和汕尾市及其
323 个相对贫困村的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 对口帮扶工作共涉及
2446 个村、168.57 万贫困人口。

在活动现场发布的《深圳
市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倡议书》中，深圳市“广东
扶贫济困日” 活动协调小组办
公室倡议：

全市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紧扣“决战脱贫攻坚，助力
乡村振兴”主题，积极组织开展

“深企帮千村”、“学子献爱心”、
“社区扶贫募捐”、“拥政爱民献
爱心”和“慈善联合募捐”等系列
“广东扶贫济困日” 爱心捐赠活
动，积极捐款，凝聚爱心，为深圳
全面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汇聚
每一个深圳人的善心善行。

为了推动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广泛深入开展，广东省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制定了《广东扶贫
济困红棉杯认定办法(暂行)》，在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中“为扶贫
济困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引
领示范作用，遵纪守法，社会形
象良好的捐赠者”将被授予广东
扶贫济困红棉杯。

上年 6 月 1 日至当年 5 月
31 日，一年内向全省各地广东扶
贫济困日捐赠接收单位捐赠广
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专项款物实
际到账人民币（含物资折款）达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 以上
的， 授予金杯；1000 万元以下、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以上的，
授予银杯；500 万元以下、50 万元
（含 50 万元）以上的，授予铜杯。

为了鼓励更多发公众参与，
广东各地还会在“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期间开展各类慈善宣传
活动。

深圳市慈善会于 2019 年开
启了深圳慈善之歌征集，经过专
家组的认真评选与定向创作，最
终由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深圳
市音乐家协会会员田地老师作
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
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音
乐家协会主席姚峰老师谱曲的
《慈心善行》。

“我把你真情的奉献，化作
筑梦的资本， 放大生命的光亮，
照耀更多的人生。 这城市，总在

肩负使命，请相信，我们慈心善
行。 ”深圳市 2019 年“广东扶贫
济困日”活动上，深圳慈善之歌
《慈心善行》在会上进行了发布。

当日，630 路慈善巴士和南
山区义工联艺术团 14 个才艺表
演志愿者一起进行了深圳全城
区域联动。 在深圳五大地标———
莲花山公园、世界之窗、中民时
代广场到华强北电子世界、红树
林公园，志愿者们与市民群众一
起为慈善高歌。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首次推
出深圳慈善之歌《慈心善行》的
歌曲快闪，倡导广大市民群众共
同关注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为

深圳市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
进行宣传造势与募捐。

公众可以扫码 6.30 元或者
随意捐， 获赠冰淇淋作为捐赠
回报， 现场所得善款将全部用
于支持贫困村庄建设与精准扶
贫活动。

“深圳市慈善会协助市扶贫
交流办和市民政局，作为市扶贫
协调小组成员之一，将把捐赠款
项的透明公开和审计工作、捐赠
人服务和慈善项目的跟进工作
落到实处。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任重道远。 ”深圳市慈善会执行
副会长兼秘书长房涛表示。

（王勇）

慈善快闪活动现场

� � 6 月 28 日上午， 山西省社
会组织党委成立大会暨“两个
覆盖” 清零攻坚行动动员会在
太原召开。

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齐
海斌表示， 山西省还存在党建
工作组织体系尚未完全理顺，
全省社会组织“两个覆盖”水平
参差不齐， 部分业务主管单位
党建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党
组织覆盖质量有待提升， 党组
织作用发挥有限， 党建工作基
础薄弱等六方面问题。

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省
委的部署要求， 切实增强责任
感和紧迫感， 充分发挥非公和
社会组织工委、 社会组织党委
的领导和指导作用， 强化工作
措施，补齐短板短腿，推动社会
组织党的建设全面进步、 全面
过硬。

山西省民政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 省非公和社会组织工
委副书记、 省社会组织党委书
记宋海兵代表党委 20 名委员
作了表态发言， 宋海兵提出把

“两个覆盖”作为当前山西省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按照应建尽建的原则， 把 223
个应建未建党组织的尽快清
零，加大在各类街区、园区、楼
宇等区域建立区域党组织，本
着就近就便原则建立联合党组
织的力度。 暂不具备组建条件
的可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
员、联络员开展党的工作，条件
成熟时及时建立党组织。 确保
在年底前圆满完成任务。

（据山西省社会组织促进会）

重庆：大力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 � 一是提升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水平。 制定基本公共养老服
务清单，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全覆盖， 到 2020 年 226 个
街道、3135 个城市社区实现养
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2022 年
804 个乡镇、8029 个行政村基
本实现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开展“城企联动”普惠型养老
机构建设，增加城市养老服务
供给。

二是提升养老服务能力。
推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带站”运营模式，支持开展居家
上门服务， 让老年人在家享受
优质服务。 持续实施养老机构
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推动养老
服务标准化， 强化养老服务监
督管理和风险防控。 积极促进
医养结合， 全面提升社区居家
医养服务能力。

三是提升养老服务队伍素
质。 将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纳入
人才发展规划和职业教育体
系， 健全养老服务人员薪酬指
导标准、 晋升培训等机制，到

2022 年，培训 2000 名中层管理
人员、20000 名一线养老护理
员， 每年培养引进 100 名高端
职业经理。

四是提升养老服务监管效
能。 加快建设智慧养老大数据
平台， 构建养老服务线上线下
一体化服务系统。 加强养老服
务质量监测， 建立政府监管与
市场运作、社会服务相结合、横
向联通的养老服务智能化监管
体系。

（据民政部网站）

浙江：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实景演练

� � “您好，我在社区发现一家
亲子培训中心疑似非法社会组
织，请你们来查证。 ”6 月 26 日下
午 3 时， 一通举报电话的接入，
让浙江省、市、区三级民政部门
工作人员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
中。 原来，这是一场联合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实景演练活动
现场。 演练以江干区某亲子培训
中心为案例， 通过角色扮演，展
现群众举报、受理举报、立案、实
地调查取证等打击整治非法社
会组织流程。 最终，该培训中心
因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

义进行活动被依法取缔。
据了解，这是浙江首次进行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实景演
练，由浙江省民政厅、杭州市民政
局、江干区民政局联合开展。近年
来，浙江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截至
去年年底， 全省经各级民政部门
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近 5.6万个，
纳入备案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超
过 15万个。在社会组织功能作用
不断发挥体现的同时， 一些不法
分子打着社会组织的幌子进行非
法活动，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 （据浙江在线）

上海：社工职业水平考试人数又创新高

� � 6 月 22 日和 23 日，2019 年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举
行。 上海市共有 26552 人报名参
加考试，同比增长 6.4%。其中报考
社会工作师 10153 人， 同比增长
14.2% ； 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
16399人，同比增长 2.1%。 报考人
员来自机关事业单位、 居村 (社
区)、社会组织、高校、企业等各个
领域。 市民政局将组织参加社工
考试作为推动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的重要抓手， 配合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多措并举，全面做
好考试的宣传、发动、组织工作。

本次有两名特殊考生参加
考试，市职业能力考试院为其设
置了专门考场，并提前为考生安
排模拟测试， 现场进行座位、光
线调整等。 考试期间，市民政局
积极配合市职业能力考试院，安
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特殊考
生提供陪护引导等服务，共同解
决考生的后顾之忧。

（据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