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山东省民政厅决定今年在
全省实施“孤儿健康关爱行动”，
通过组织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
案、开展结对帮扶、安排治疗康
复、加强精神关怀等措施，提升
孤儿医疗康复和关爱服务水平。

2020 年 9 月底前， 对 2020
年在保的 0-18 周岁的孤儿和孤
儿年满 18 周岁后仍在校就读的
人员，本着自愿的原则组织全面
健康体检。 体检完成后，为全部
孤儿建立健康档案，精准掌握孤

儿健康状况。
对在体检中发现患有疾病

或残疾的孤儿， 根据孤儿需求，
及时安排治疗或康复。 对社会散
居孤儿，按照“一对一”形式，安
排结对帮扶健康医生，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对接，结对时间原则
上为 2 年。 结对帮扶的主要任务
是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视频等
方式有针对性地为孤儿提供健
康咨询、心理辅导、慢性病管理
等关爱服务。 （据民政部网站）

地方动态

� � 为了“旗帜鲜明地扬善”，一
年一度的中国慈善榜于 4 月正
式拉开了帷幕。

中国慈善榜由《公益时报》
社于 2004 年创立，是我国第一
张记录大额捐赠数据的榜单，
被誉为“中国财富人士的爱心
清单”。

在此前的 16 年里， 中国慈
善榜记录了 2571 位慈善家、6479
家慈善企业的大额捐赠，收录捐
赠总金额超 1800 亿元。

第十七届（2020）中国慈善榜
活动将继续推出年度慈善家、慈
善企业、慈善明星、基金会等榜
单， 并征集发布年度慈善项目、
年度优秀公益研究报告。

为了使数据更具广泛性、代
表性，信息更加透明，中国慈善
榜办公室现正式向外界开启数
据征集工作，个人、企业、基金
会、研究机构等均可通过自荐或
推荐申报中国慈善榜。

征集的内容包括：个人及企

业 2019 年度慈善捐赠数据;基金
会 2019 年度捐赠收入和支出数
据；企业、基金会等机构 2019 年
度实施的慈善项目数据；各类机
构撰写发布的 2019 年度公益研
究报告等。

以下是各项数据征集说明：
一、慈善家数据征集
征集标准：以年度实际到账

捐赠额 100 万元以上的个人为
数据采集样本。

征集数据： 历年捐赠总额、
2019 年捐赠总额、2019 年捐赠明
细等数据。

咨询电话：
苏女士 15811528751
张女士 13717844981
刘先生 13466508868
二、慈善企业数据征集
征集标准：以年度实际到账

捐赠额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为
数据采集样本。

征集数据： 历年捐赠总额、
2019 年捐赠总额、2019 年捐赠明

细等数据。
咨询电话：
苏女士 15811528751
张女士 13717844981
刘先生 13466508868
三、基金会数据征集
征集标准：2019 年未受到行

政处罚且运作正常的基金会。
征集数据：2019 年度捐赠收

入、公益支出等数据。
申报邮箱：
gysb@gongyishibao.com
咨询电话：
于女士 13810087926 （同

微信）
四、慈善项目数据征集
征集标准：2019 年度项目公

益支出超过 200 万，项目已发起
实施半年以上。

征集数据： 项目的规模、资
金投入、2019 年度公益支出、影
响力等数据。

申报邮箱：
gysb@gongyishibao.com

咨询电话：
于女士 13810087926 （同

微信）
五、公益研究报告征集
征集标准：2019 年开展研究

活动所形成的报告， 项目总结、
科研论文等不在征集之列。

征集数据： 报告基本情况、
报告成果运用情况等。

申报邮箱：
gysb@gongyishibao.com
咨询电话：
于女 士 13810087926 （同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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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2020）慈善榜开始征集数据

“参加志愿服务可以攒积
分，积分能兑换生活用品，还能
当老年大学学费呢！ ”为了让社
区志愿服务管理长效化、 常态
化，激励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
天津市各社区纷纷组织开展志
愿者服务积分兑换活动， 让越
来越多的居民自觉投身志愿服
务， 使志愿服务成为一种生活
习惯。

发挥余热

4 月 20 日早上， 记者来到
河东区松风东里社区采访时，
住在 23 号楼的志愿者樊萍像
往常一样，拎着早点敲开 16 号
楼独居老人王奶奶家的门，详
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有
什么生活需求。“谢谢樊姨，你
待我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我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王
奶奶今年 75 岁， 无儿无女，非
常孤独。 自从有了“清晨问候志
愿者”，王奶奶的日子过得越来
越有幸福感。

“退休以后参加志愿服务
主要是为了发挥余热献爱心，
此外还能攒积分，积分多了，能
当学费到老年大学‘充电’，一
举多得。 ”从王奶奶家出来，樊
萍来到松风东里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老年大学报名。“报名不需
要交钱， 比如报名学习家庭护
理课，总共要上 10 次课，累计
10 个学时，只要消减 10 个积分
就行了。 ”樊萍说。

社区党委书记张平告诉记
者， 为激发大家助老爱老志愿
服务热情， 居民只要通过定期
走访指定结对的独居空巢、高
龄患病、 重度残疾等困难老年
人，并获得相应志愿服务积分，
所得积分即可用于报名社区老

年大学各项课程。

领取任务

“谢谢你小于，又给你添麻
烦啦！ ”4 月 20 日上午，记者来
到东丽区冬梅轩社区秋棠轩小
区采访时，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于浩正在给 12 号楼 1 楼的
老党员董奶奶家倒垃圾。 今年
78 岁的董奶奶去年摔伤， 现在
走路还有些不便。 董奶奶的女
儿成家后住在市区， 每逢周末
年节才能回来探望两位老人。

担心老两口在危急时给女
儿打电话来不及， 于浩就把自
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董奶奶，
告诉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
以打电话找他。“女儿工作忙，
经常不在我们身边。 蔬菜、水
果、大米、白面……只要是家里
过日子需要的东西， 小于都会
替我买来送到家里。 取药、修水
管、 疏通下水道……家里有些
紧急难办的事， 打个电话他就
会跑来帮我处理， 这些年多亏
了小于的照顾。 ”董奶奶说，“我
住在 1 楼， 只要有陌生人进楼
道，我都会多问一句。 ”如今，在
于浩等志愿者的带动下， 董奶
奶也成了一名社区志愿者，力
所能及地为社区奉献爱心。

“志愿者活动通知一经发
布， 不到 1 分钟就被大家抢光
了。 ”社区党委书记周秀红告诉
记者， 冬梅轩社区现有居民
3499 户，其中有不少是孤寡、独
居老人和残疾人。 自 2018 年开
始， 冬梅轩社区实行了志愿者
积分兑换制度， 用积分兑换各
种生活用品， 作为对志愿者的
奖励。 每次有志愿服务活动任
务，社区党委会把服务地点、时
间、内容、人数和积分多少，通

过《和谐东丽》微信公众号进行
发布，大家都争着抢着参加。 据
了解， 志愿者积分制度实行至
今， 冬梅轩社区像于浩这样的
志愿者已经有 560 多人。

示范引领

“作为一名党员，当志愿者
其实就是想助人为乐， 没想到
还能兑换礼品。 ”4 月 20 日下
午， 天津市北辰区秋怡家园社
区志愿者韩秀兰来到社区志愿
者工作站，用自己“积分存折”
里的积分兑换了一个塑料盆。
韩秀兰说， 虽然这个存折同家
里的银行存折比起来价值并不
高，但她却非常珍视，因为这上
面记录着她志愿服务的点点滴
滴。 今年 65 岁的韩秀兰，退休
后一直致力于社区志愿活动，
治安巡逻、 入户宣传、 清晨问
候、环境整治、调解纠纷。 只要
社区有志愿活动， 总能看见她
的身影，2019 年，她被评为社区
五星志愿者。

日前， 韩秀兰在小区巡视
时发现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步
履蹒跚地在小区门口徘徊，且
无法准确叙述个人及家庭信
息。 天色渐晚，担心老人发生意
外， 她马上跑到居民家中借来
轮椅， 又找来一件外套给老人
穿上，把她推到了居委会，并最
终联系到了老人的女儿。

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焕敏告
诉记者，从 2018 年开始，每名
志愿者在年初都会领到一本
“积分存折”， 用于记录志愿活
动积分及兑换明细。 刘焕敏说，
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在激发志愿
者积极性的同时， 也起到了很
好的示范作用。

（据北方网）

� � 为进一步动员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安徽省民政厅党组
研究决定，组织开展全省社会组
织助力脱贫攻坚“百社进百村”
活动。

即组织动员 100 家左右社
会组织（其中省本级 80 余家、市
本级 20 余家），与 100 个左右深
度贫困村开展结对帮扶，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进而带动其它社会
组织，共同帮助贫困村、贫困户
脱贫致富。 帮扶途径包括产业帮
扶、就业培训、消费扶贫、公益扶

贫、信息服务等。
参与的社会组织依据自身

条件，秉持自愿原则，与贫困村
结对帮扶， 根据结对村资源禀
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
组织自身条件等实际情况，因村
施策， 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方
案，帮助结对村实现精准脱贫和
乡村振兴。 各帮扶社会组织要从
投资少、见效快的措施和项目入
手，每季度至少坚持到结对村一
次，抓好帮扶计划落实。

（据民政部网站）

天津：志愿服务可换积分
安徽：“百社进百村”活动启动

山东：启动“孤儿健康关爱行动”

� � 4 月 20 日，贵州省民政厅发
布今年第一季度民政事业统计
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1-3 月，贵
州省民政事业费累计支出 31.4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78%，其
中： 社会福利支出 2.16 亿元，社
会救助支出 26.20 亿元， 临时救
助支出 1.21 亿元。

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
底，全省民政领域提供住宿的社

会服务机构（包括养老机构、精
神疾病服务机构、儿童福利和救
助机构、 其他提供住宿机构等）
为 1042 个， 提供住宿的总床位
为 87242 张；全省民政领域不提
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和设施
（包括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儿
童收养与救助、为生活困难群众
提供救助服务等）23636 个。

（据民政部网站）

贵州：第一季度民政事业费支出 31.47亿元

■ 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