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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青两地社会组织携手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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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将试点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站
■ 本报记者 王勇

� � 近日，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
委员会印发《关于共建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站和确定指导服务范
围的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 《方
案》），探索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服务体系。

《方案 》决定试点依托部分
社会组织建立党建工作站，以推
动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覆
盖为主 ，同时搭建联动 、互动和
服务平台，促进社会组织党建与
业务有机融合、 资源优化整合，
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和增强
服务能力。

12 月 16 日， 中共广东省社
会组织委员会党建工作站党群
服务项目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 ,
各站于 2020 年起正式运行。

12 月 26 日下午， 广东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会议暨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站授牌仪式在广东省
委党校举行。

10 家社会组织将承接试点
创建党建工作站

根据广东省委办公厅《关于
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
实施意见》部署，以及广东省委

“两新” 工委关于加强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的要求，广东省社会组
织党委经公示、申报、调研、筛选
以及征求意见，并经广东省民政
厅党组会议审议同意，确定依托
广东省慈善总会、广东省养老服

务业商会、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
促进会、 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
广东省轻工业联合会、广东省清
洁生产协会、广东省扶贫开发协
会、 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
广东新华影视艺术文化中心、广
东省鳄鱼产业协会等 10 家社会
组织承接试点创建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站。

12 月 26 日下午， 广东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会议暨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站授牌仪式在广东省
委党校举行， 为 10 家试点建设
全省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站进
行了授牌。

各联系指导和服务约 50
家社会组织

在党建工作站的设立配置
和功能定位上，《方案》 明确，广
东省社会组织党委选择社会组
织影响力、公信力较强，党建工
作基础好，行业特征明显的全省
性社会组织，以合作共建的方式
试点建立党建工作站， 名称为：
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委员会党
建工作站（简称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站，按顺序编号）。

每个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站
配置站长、站长助理和党建指导
员，并按行业或按区域确定联系
指导和服务范围。 主要任务是，
协助省社会组织党委在工作范
围内开展工作，包括摸清党建情

况，实行动态管理；落实党的宣
传工作；加强党建指导和党员教
育管理；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有
序参与社会服务、社会治理和承
担社会责任等。

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站联
系指导和服务范围的划定上，
《方案》指出，每个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站联系指导和服务范围为
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全省性社会
组织或党组织关系隶属省社会
组织党委的社会组织，以类型相
近、行业相通、功能互补、地域相
邻、双向选择为原则进行组建和
确定联系指导和服务范围，每个
站联系指导和服务约 50 家社会
组织。

各站按《方案》划定方向，联
系确定社会组织加入联系指导
和服务范围，其他社会组织也可

以按本方案每个站的组建方向
报名自愿加入相应工作站的指
导和服务范围。

� �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 国务
院和民政部关于对口支援和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
部署，深化推进民政部下达的
《引导和动员本省 (市 )社会组
织参与对口支援省 (区 )脱贫
攻坚任务书》，12 月 19 日上
海市民政局 （社会组织管理
局）与青海省民政厅举办“沪
青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合
作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 上海市民政
局（社会组织管理局）与青海省
民政厅签署了《沪青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合作备忘录》，双

方明确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和工
作联络协调机制， 共同为社会
组织提供指导与服务， 确保脱
贫攻坚任务有序推进、 如期完
成；双方约定采用“上海基金会
捐赠资金、 当地基金会监管项
目、当地社会组织实施项目”的
执行方式。

沪青两地社会组织具体签
订了公益项目捐赠协议， 不仅
前期已经认领项目证书的上海
社会组织按“证”履约，而且新
增的上海果洛州援助经费监管
项目———20 万元监管经费项
目， 也被上海能近公益基金会

主动认领签约。 这次沪青两地
社会组织爱心大牵手， 上海共
有 43 家社会组织主动参与青
海果洛州 6 个深度贫困县脱贫
攻坚，签下了 35 个助力青海果
洛脱贫攻坚帮扶项目， 内容涉
及助医助困、助学助残、能力建
设、技能培训、科技农牧、基础
建设等，帮扶资金总额达 913.5
万元（不含物资）。 双方捐赠协
议的签订， 标志着国家民政部
下达给上海的东西部社会组织
携手助力脱贫攻坚任务的落地
和落实。

（据上海市民政局）

广东社会组织助国家西部等地区脱贫
� � 12 月 28 日，广东省民政厅
副厅长陈奇在“2019 南粤慈善
之夜” 上指出，2018 年以来，广
东省级社会组织开展助力国家
西部“三区三州”及其他贫困县
脱贫攻坚项目 200 多个， 受益
贫困人口 300 多万。 各地市社
会组织开展扶贫项目 2000 多
个，受益贫困人口约 45 万人。

“2019 南粤慈善之夜”当晚
在广州举办。 在广东省扶贫办
与主办方等相关单位合作下，
今年大会组委会以“地市推荐+

征集海选+集中投票”的评选形
式，再度评选出一批广东脱贫
攻坚典型，并颁发出年度脱贫
奋进人、年度美丽乡村、年度
慈善公益平台、年度扶贫贡献
人、年度最美扶贫人、年度公
益企业、 年度公益领军企业 7
大奖项。

相比第一届慈善盛典，本
届还评选出英德市连江口镇东
南部连樟村、 韶关市乳源瑶族
自治县雕子塘村、 茂名市茂南
区新坡镇合水村等十大乡村获

评“年度美丽乡村”。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

员、 省委扶贫办专职副主任梁
健表示，截至目前，广东省动员
21 个地市、 近 6.5 万名驻村干
部，投入近 1000 亿元，累计实
施各类产业帮扶项目 3.6 万个，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
保障”总体实现。

预计今年底，广东近 160 万
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0%以
上相对贫困村达到出列标准。

（据中国新闻网）

山东：降低协会商会收费 9316万元
� � 记者从山东省民政厅了解到，
山东加大涉企收费的规范力度，对
318 家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计划进
行了公示，今年全省降低行业协会
商会涉企收费 9316万元。

同时，山东还推进了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目前，
已有 3052 家行业协会商会完成
脱钩，占任务总量的 75%。

据山东省民政厅统计，2019
年， 山东共打击整治了 217 家非
法社会组织，并对近两年未参加
年检的作出警告处罚 75 件、撤
销登记处罚 51 件，“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省管社会组织 102 家。
记者了解到，为加强党对社

会组织的领导，山东印发了《加
强省管直接登记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意见》，
出台了《关于优化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服务的十条意见》， 落实四
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政策。 同
时，深化社会组织领域的“放管
服”改革，开展流程再造，减少了
一半以上的盖章和表格填报数
量，实现了社会组织各项业务的
网上预审和办理。

（据新华网）

武汉：注销 18家市级社会组织
� � 12 月 24 日，武汉市民政局
对 515 家市级社会组织发布年
检通告， 其中 8 家社会团体、1
家基金会年检不合格， 已通知
整改。

截至目前，武汉全市共有社
会组织 17660 家，其中市、区民政
局登记社会组织 6223 家（市级社
会组织 666 家），在街道（乡镇）备
案的社会组织 11437 家。 从市级
社会组织年检公告来看，506 家
年检结论为合格和基本合格，9
家不合格，年检合格和基本合格

率达到 98.25%。
目前 666 家市级社会组织

中， 除了已通过年检和新增的
外，还有一百多家市级社会组织
未按时参加年检，依据《社会组
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将被列入
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连续两
年不参加年检的，将依法予以撤
销；年检不合格的，责令其限期
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按照
有关规定另行处理。 通告中还显
示今年武汉市级社会团体和基
金会注销 18 家。（据《武汉晚报》）

（一） 广东省慈善总会：联
系 、指导和服务扶贫济困 、救孤
助残 、赈灾救援 、助学兴教等公
益慈善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

（二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
会：联系、指导和服务养老服务、
健康管理 、医疗保健 、文化旅游
等行业的社会组织。

（三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
促进会 ：联系 、指导和服务与促
进中小企业及经贸发展密切关
联的社会组织。

（四）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

联系、 指导和服务与促进食品、
医药行业安全生产和提供服务
密切关联的社会组织。

（五）广东省轻工业联合会：
联系、指导和服务与促进轻工产
业、产品高质量发展密切关联的
社会组织。

（六）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
联系、 指导和服务与清洁生产、
环境保护领域密切关联的社会
组织。

（七）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
联系、 指导和服务与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电商物流密切关联的
社会组织。

（八 ）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
合会：联系 、指导和服务扶贫济
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助学助
医 、心理辅导 、法律援助等公益
慈善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

（九 ）广东新华影视艺术文
化中心 ：联系 、指导和服务文化
建设和旅游行业类社会组织。

（十）广东省鳄鱼产业协会：
联系、指导和服务注册地在白云
区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站联系指导和服务范围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站授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