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地方动态

江苏省：建立慈善供需对接制度

“中华慈善日”：慈善共创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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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关爱困难群众慈善事业融
入日常

秋天带来收获的喜悦，也带
来无限的善意和爱意。 近期，全
国多地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
活动，展示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
的热情。

在上海，“保护关爱困境儿
童”系列活动 5 日启动，“中华慈
善楷模”杨德广等人在活动现场
与 17 个品学兼优困境儿童的家
庭结对帮扶，帮助困难家庭父母
履行监护职责。 当天，上海“关爱
困境儿童专项基金”和“关爱困
境儿童慈善信托项目” 同时设
立，将分别为困境儿童提供学业
资助和优秀奖励。

在湖南永州，志愿者们带着大
米、月饼、棉被等物资来到黄泥桥
社区、冷水滩区福利院等地，挨家
挨户慰问贫困户，摸排走访困难人
士，把爱心物资送到他们手中。

“遭遇了无情病魔，却让我
看到人间有爱。 ”近日在北京举
行的一场主题捐献活动上，来自
什刹海街道的护工丁玉琴讲述
了自己从受助到助人的故事。

2011 年，丁玉琴被查出患有
乳腺癌， 这让她的生活陷入绝
境。 街道各部门以及街道住户累
计为她捐款 7 万元，不仅让丁玉
琴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也赋予
她同病魔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如

今， 丁玉琴已重返工作岗位，并
在今年社区换届选举中成功当
选西巷社区副主任。“我要继续
发挥余热，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
有需要的人，将这份爱心传递出
去。 ”她说。

脱贫攻坚慈善助力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决
胜的关键阶段， 越到紧要关头，
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心。

“在慈善总会的帮扶下，我
们村已顺利实现整村脱贫。 ”在
重庆市云阳县龙洞镇朝阳村，村
民代表张达安说，重庆市慈善总
会近三年共计协调解决帮扶资
金 532.83 万元， 帮扶该村发展
2000 亩核桃产业和葱花基地，解
决 3 个组 570 余人的饮水问题
和 200 余人出行难问题。

重庆市慈善总会刘光磊会长
说，仅在 2018 年至 2019 年 6 月，
重庆市慈善总会用于产业扶贫、
健康扶贫、 教育扶贫的支出就达
7.1亿元，占同期总支出的 90%。

慈善事业是政府扶贫工作
的补充力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已成为各地慈善事业最主要的
任务。

在甘肃白银平川区，“中华
慈善日”当天，平川区慈善会的
工作人员向当地群众发放助力
脱贫攻坚慈善募捐倡议书。 平川
区慈善会副会长贺廷志介绍，平
川区慈善会已发起“情暖平
川———助力脱贫攻坚” 公益
项目， 发动社会爱心人士积
极捐款， 爱心人士捐赠一元
钱， 甘肃省慈善总会配捐一
元钱。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是当前脱贫攻坚战中的“痼疾”。
广东省慈善总会连续 10 年开展
“大爱救心”项目，救治低保贫困
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擦亮医
疗救助项目品牌。

全民参与慈善事业不断成长

慈善的力量同样体现在能
解决群众的日常小事。 5 日上午，
记者来到沈阳市三八南社区，几
位老人正坐在新安装的长椅上
唠家常。

几天前，21 把暖心长椅被安
装在三八南社区， 这是沈阳市慈

善总会与爱心企业合作开展的暖
心长椅项目。 沈阳市慈善总会会
长李林畔说：“多为老百姓做实惠
事，就每天都是慈善日。 ”

随着慈善事业不断推进，如
何搭建全社会层面的慈善参与
机制，实现科学慈善也成为各方
面关心的问题和探索的方向。

移动互联网时代， 慈善事业
顺应潮流， 积极探索线上线下互
动。通过“科技+文化”与公益连接
效果可观。在过去几年，由腾讯联
合数百家公益组织、企业、机构发
起的“99公益日”捐款人次从最初
的 205万增长到 2800万。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师曾志说，互联网平台公益
有利于个人实现社会价值与认
同，获得精神上的升华。

“新时代赋予慈善工作新的
使命和更高要求。 ”昆明市慈善
总会副会长杨开勇说，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牢固树立崇尚慈善、依
法慈善、规范慈善和以人民为中
心的慈善为民理念，聚焦脱贫攻
坚、特殊群体和群众关切，不断
开拓创新，为促进慈善事业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

精准扶贫，如何厘清需求，
在短时间里有效提升贫困地区
医疗、教育质量？9 月 5 日，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
府上海研究院和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共同主办的“建国 70 周
年·现代慈善新征程”2019 年上
海慈善论坛上，一份《互联网慈
善发展报告 2019》最新出台，报
告指出，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精
准扶贫，通过“慈善+互联网”方
式， 不仅扩大了精准扶贫的资
金规模， 打通了扶贫对象与市
场间信息互通的渠道， 增加了
扶贫项目的长久可运营性。

来自上海市民政局的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上海市有 191
家市级社会组织直接参与脱贫
攻坚，扶贫项目达 675 个，扶贫
资金达 10.34 亿元。其中，7.6 亿
元用于支援外省市，覆盖助困、
助医、助学、助残等多领域。 在
定点项目上， 民政部部署上海
对口支援青海、西藏、云南三地
16 个深度贫困县的首批 46 个
扶贫需求项目， 也已全部被上
海社会组织认领， 累计金额达
1513 万元。

扶贫工作的难点在于，如
何用产业化的思路帮助贫困地
区开发经济，找准市场机遇，走
向可运营的勤劳致富道路。 为
此，上海正在盘活外部激励，增
强产业可运营性， 社会组织在

参与脱贫攻坚的过程中， 从资
金和物质帮扶， 逐渐提升到服
务和智力帮扶，发挥链接资源、
专业技术、敏锐灵活的优势，积
极促成产业化。

在西藏，红景天是当地一级
濒危保护植物，上海相宜公益基
金会开展“红景天种植计划”脱
贫项目，在当地培育红景天人工
种植产业， 不仅保护了珍稀植
物，更推动当地精准脱贫。

在云南， 由阿基米德传媒
联合社会多方资源、 聚成合力
主办的“自然的馈赠”大型精准
扶贫项目， 借助互联网微信实
时推送和电视广播媒体黄金档
播送的方式， 推出了一款饱含
云南特色的扶贫大礼包， 以发
达城市的软实力对接贫困县的
硬需求， 拓展出一条创新消费
扶贫道路。

“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
人口脱贫的核心，即到 2020 年
实现农村人口不愁吃、不愁穿、
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和住房安
全有保障。 针对这个目标，市慈
善基金会近年主要开展了“双
千人计划”“沪青慈善牵手果洛
行”“博爱图书，十年百馆”以及
“贵州毕节教师素质提升工程”
等对口援建项目。

云南“双千人”计划是在鲁
甸灾后援建项目后启动的“扶
智”计划，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会同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政府，
联合徐汇区教育学会、 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等单位合作，
培训乡村医生和管理人员共计
3941 名， 培训乡村教师 1500
名。 该项目是把上海的人力资
源的优势辐射到云南， 从而达
到扶贫更精准的效果。

从长远看，乡村医生培训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地乡村医生
继续教育的不足，提高了当地对
农村基层医疗人才建设的重视，
为缩小全科医学发展的城乡差
距做出一定的贡献；乡村教师培
训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校长
及学科带头人，带动了当地乡村
教育更全面快速地发展。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助力科普扶贫， 先后将价值超
过千万元的 32 套流动科技馆、
42 个乡村电脑教室、800 台电
脑、 近万册科普图书资料捐赠
给新疆、西藏、青海等上海对口
支援地区。

上海华侨基金会从教育扶
贫和医疗救助入手， 为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 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 四川省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 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等“三区三州”的困境学子和
因病致贫家庭提供慈善支
持，有近万人受益。

（据上观新闻）

� � 日前， 江苏省民政厅印发通
知， 在全省民政系统建立慈善供
需对接制度，启动“聚焦脱贫攻坚
慈善项目精准对接”专项行动。

通知要求， 各地系统编制慈
善需求清单， 以深度贫困家庭、
城乡低保、特困对象、困境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流浪乞讨人员、残
疾人、 老年人等各类特殊群体为
重点，整理形成便于操作、可跟踪
问效的慈善需求数据库。 在此基
础上，通过专业的项目化设计，将

需求转化成扶贫济困、扶老助幼、
恤病助残、助医助学、社区治理、
婚姻家庭和谐、社会救助、流浪救
助、志愿服务等领域慈善项目。

通知明确，各级民政部门负
责组织引导项目对接，建立慈善
供需对接平台。 各级民政部门
要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协调配
合，加大宣传引导，做好跟踪问
效和配套服务， 切实强化慈善
供需对接保障， 推进项目落实
取得实效。 （据民政部网站）

山西：将对社会组织开展抽查检查
� � 9 月至 12 月，山西省民政厅
将对 2018 年 6 月以前经省民政
厅设立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开展
抽查检查。 确定随机抽查检查 65
家，其中社会团体 32 家，基金会
22家，社会服务机构 11家。 山西
省民政厅将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登
记管理情况、财务管理状况、内部
治理情况进行抽查检查。

各检查组将按照检查内容
开展现场检查， 并根据检查的具
体情况依法分类处置： 对检查中
发现社会组织存在违规情形并能

够当场改正的，责令当场改正；对
检查中发现社会组织存在违法违
规情形，需要一定整改期限的，责
令社会组织限期改正， 并出具整
改通知书； 对限期整改不到位的
社会组织将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
并向社会公示； 对检查中发现社
会组织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并构成
行政处罚情形的， 依法进行立案
查处； 对社会组织无法按照章程
规定的宗旨继续开展活动或活动
不正常等情况， 引导其办理注销
登记手续。 （据山西新闻网）

湖南：助力脱贫攻坚 实施五个专项行动
� � 今年 5 月，湖南省民政厅制
定了《动员省本级社会组织参与
五个专项行动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工作方案》， 积极引导省
本级社会组织参与实施“光明
行、甜蜜行、希望行、农技行、牵
手行”五个专项行动。

截至 2019年 8月，省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在“五个专项行动”指
引下，已独立链接国字号基金会扶
贫款物 230万元， 直接支持 30余
家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服务，5300余
名贫困地区青少年儿童受益。此外，
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中国扶
贫基金会等公益资源在基地的号
召下落地湖南。 （据华声在线）

上海：首批 46个精准扶贫项目被社会组织认领

� � 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9 月 5 日是第四个
‘中华慈善日’， 今年慈善日
的主题是 ‘慈善聚焦脱贫攻
坚，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记
者在各地采访发现， 随着社
会公众慈善观念逐步提高 ，
慈善事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 全社会慈善氛围也越来
越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