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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灾后救助 1377家社会组织贡献暖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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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因创造财富而成长，因
承担社会责任而更具发展价值。

8 月 16 日，由《公益时报》社
主办的 2019（第九届）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卓越奖（以下简称“卓越
奖”）案例征集在北京正式启动。

本届卓越奖案例征集从即日
起至 10 月 28 日止。 颁奖典礼于
2019年 11月下旬举行，将分别发
布卓越企业、 卓越项目、 优秀企
业、优秀项目等四大类经典案例。

据主办方介绍，卓越奖以挖
掘和培养优秀的公益项目和企
业社会责任案例，促进更多优秀
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公益思
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己任，
以企业执行社会责任案例为基
本内容，通过推荐、评选、推广优
秀企业社会责任案例方式，搭建
企业间社会责任交流平台，加深
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重要性的
认识，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的社会
责任意识，为同行业者及刚进入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企业提供
可量化的参考标准和可持续发

展的企业社会责任解决方案。
截至目前，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卓越奖已经成功举办过八届，
《公益时报》 见证了一批又一批
责任企业的积极发展。

2011 年 12 月， 首届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发布活动，
收集优秀案例 173 个；

2012 年 12 月，第二届企业
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发布活动，
收集优秀案例 219 个，出版《责
任之道———企业社会责任优秀
案例》；

2013 年 12 月， 第三届企业
社会责任优秀案例活动升级为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并提
出“助力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从优
秀到卓越”的使命，收集优秀案
例 287 个；

2014 年 12 月， 第四届企业
社会责任卓越奖在北京发布，提
出“卓越是选择”的口号，优秀社
会责任案例库也积累案例超过
800 个，成为中国最大、最系统的
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库之一；

2015 年 12 月， 第五届企业
社会责任卓越奖第一次现场发
布年度企业社会责任观察报告；

2016 年 12 月， 第六届企业
社会责任卓越奖发布了《中国企
业公益项目研究报告（2016）》；

2017年 12月，第七届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卓越奖以“新时代的
责任企业”为主题，相关专家、学
者、 企业界和公益界人士齐聚一
堂， 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履行社
会责任，促进社会治理，参与公益
事业，推动社会进步。 大会认为，
无论是政府、 企业， 还是社会组
织， 因关注公共利益而对未来发
展产生共识的时代已经来临。

2018 年 12 月， 第八届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通过选取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责任样本，深
入研究企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的初心， 让更多企业相互了解，
相互信任，相互分享，分享企业
参与社会责任的成果与经验，凝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共同促进现
代企业的责任发展，推动责任体

系完善。
八年间，“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卓越奖”以“源于社会、回报社
会”为宗旨，助推企业积极参与
公益事业， 传播企业公民的理
念，已成为传播经验、分享成就、
探讨创新、树立典范、获取经验、
完善体系的权威平台。

在本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卓越奖”的平台上，你可以零距
离与世界 500 强企业负责人探

讨公益，与各大基金会等社会组
织负责人建立沟通。

主办方还将不定期地组织
各大企业 CSR 负责人座谈交
流，一改以往“大会见”形式，聚
合而成“小会见”，让“责任领袖”
们充分沟通，期待更多加入聆听
甚至各抒己见，注入更多活力。

还在犹豫什么？ 来这里一起
凝听中国企业的责任声音，讲述
中国企业的责任故事吧！

� � 我国现有老年人口近 2.5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老年人口
增加很快，老年服务产业发展还比
较滞后， 要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
多样化发展，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 各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
从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
力，努力为老年人提供符合消费需
求、方便可及的养老服务。

家住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城
区的郑晓丽老两口不久前住进
了家门口新开的一家养老院，这
个养老院由一间商厦改造而成，
有 200 张床位，老人生活起居有
专业护工照顾，附近医院的护士
还会定期上门提供医疗服务。

大城市养老难问题是目前养
老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 要完善
护理体系， 努力解决大城市养老
难问题。根据总书记的要求，民政
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政策， 要求
各地新建小区要配齐养老服务设
施，老旧小区要通过购置、置换、
租赁等方式解决历史欠账问题。

我国有九成的老人选择居家
养老，近年来，中央财政先后投入
30亿元，支持全国 90多个地市开
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改革试点，重点
发展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上门服
务，形成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北京的朱学璋老人患有肾
病，最近他所在的月坛街道新开
了一家居家养老服务驿站，一个
电话，工作人员就可以送他去医
院做透析，费用从养老助残卡里
支付，这张卡里每个月有 100 块

钱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和 400 块
钱康复护理补贴。

北京市目前已经建成近 700
个居家养老服务驿站，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可以申领养老助残卡
支付居家养老服务，还可以免费
坐公交车、逛公园。

在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基
础比较薄弱，老人留守现象比较普
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关心留
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
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让他
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
温暖。为落实总书记要求，近年来，
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的
投入，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升
级改造农村养老服务设施。

记者在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
乡敬老院看到， 政府投资近 200
万元升级改造后， 老人的生活条
件得到改善， 乡里的卫生院还在
这里设了点，方便老人看病。

为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不离
村的需求，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力支
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设施建设，通
过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
等模式，积极发展互助养老服务。
在山西省运城市的一个互助式养
老点，场地由村委会提供，老人们
一起做饭、聊天拉家常。

目前，多部门联合已经出台
政策，推动各地建立健全家庭尽
责、基层主导、社会协同、全民行
动、政府支持保障的农村留守老
年人关爱服务机制，全国统一的
农村留守老年人信息管理系统
将于今年底前上线运行。

（据央视《新闻联播》）

� � 今年第 9 号超强台风“利
奇马”在浙江登陆后，造成浙江
多地不同程度受灾。 据不完全
统计，浙江全省共 1028 家社会
组织、1.7 万人次参与转移安置
灾民工作，432 家社会组织、1.1
万人次应急救援受灾群众 ，
1308 家社会组织参与保障受灾
群众生活， 全省社会组织总计
投入各类车辆、 冲锋舟等救灾

装备 3400 多台（艘），向受灾群
众提供救灾物资价值 1500 余
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8 月
14 日 17 时，全省各级慈善总会
机构积极行动， 共接收社会各
界捐赠资金 5808.20 万元，其中
省本级 1825.69 万元、 温州市
3081.93 万元、台州市 792.74 万
元、宁波市 106.36 万元。

截至今年 6 月底， 浙江全
省登记的社会组织 56456 个，其
中登记认定为救援队伍的有百
余支，慈善组织 741 个，各类慈
善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志愿服
务组织等社会组织在现场救
援、款物捐赠、物资发放、心理
抚慰、 灾后恢复重建等灾后救
助过程中，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浙江新闻）

陕西：动员 145家省级社会组织组建 12 个扶贫合力团
�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民政工作要“聚焦脱
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
众关切”的重要指示精神，凝聚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强大
合力，构建“三位一体”大扶贫
格局，今年 6 月，陕西省民政厅
向省级社会组织发起了组建社
会组织助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合力团的号召， 各省级社
会组织积极响应，踊跃报名。 截

至 8 月 12 日，145 家省级社会
组织主动参与扶贫合力团。

陕西省民政厅将 145 家社
会组织按照区域划分为 12 个
扶贫合力团， 每个合力团由 10
家以上社会组织组成，以“多对
一”方式集中帮扶全省 11 个深
度贫困县和牵头包联的洛南
县。 扶贫合力团将围绕产业扶
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志愿
扶贫、消费扶贫六个领域，充分

发挥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
调动资源和专业技术服务等方
面的特长和优势，凝心聚力、聚
焦精准， 集中力量助力深度贫
困县（区）破解脱贫攻坚难题。

目前，12个合力团已深入帮
扶贫困县开展了扶贫调研和初步
对接， 下一步将根据调研情况制
定帮扶计划， 有针对性地开展扶
贫活动，助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目
标圆满完成。 （据陕西省民政厅）

江西南昌：280 家社会组织两年以上未接受年检

� � 南昌市民政局于今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对依法注册的
全市性社会组织进行了年度检
查。 8 月 12 日，南昌市民政局发
布年检情况公告。

南昌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南
昌慈善总会等 155 家社会团体
检查“合格”，南昌市老年摄影协
会、 南昌市风筝协会等 45 家社
会团体“基本合格”；江西育华学

校、南昌市雷式学校等 103 家民
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合格”，南昌
现代外国语学校、南昌市致远双
语学校等 59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年检“基本合格”。

年检情况公告显示， 包括
南昌市电子学会、 南昌市水产
学会、 南昌市教育基本建设研
究会、 南昌市法学会等在内的
117 家社会团体两年以上未年

检；包括江右艺术高中、南昌育
英中学、江西省私立育才中学、
南昌福山书画院等在内的 163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两年以上未
年检。 南昌市民政局责令以上
两年以上未年检社会组织于今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改正，并接
受监督检查，否则，逾期将依法
予以撤销登记。

（据《江南都市报》）

2018（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活动现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让优质养老服务惠及更多老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