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动态

04 新闻
２０20．5.26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News

北京市注册志愿者突破 440 万人
� � 群众“点单”志愿者“接单”，
疫情期间，志愿者微信群里为社
区居民 “线上问诊 ”；假日游园 ，
首都公共文明引导员再上岗，他
们走进公园用特有的柔性引导
方式，倡导市民文明游览；“北京
榜样 ”五一网上直播带货 ，扶贫
助农责无旁贷……志愿服务正
在从参与变成北京市民的一种
习惯。

2014 年 4 月，北京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成立。 六年来，首都志
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 “奉献、友
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和
“学习雷锋、 奉献他人、 提升自
己”的志愿服务理念逐步深入人
心 、浸润着市民的心灵 、滋养中
和城市文明，为建设国际一流的
和谐宜居之都提供了有力支持、
增添了精神动力。 截至目前，本
市实名注册志愿者已经突破 440
万人 ， 注册志愿服务组织达到
7.69 万个。

志愿服务组织实现街乡镇
全覆盖

六年来，首都志愿服务各项
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体制机制激
发新效能，形成了首都文明委领
导，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
市委社工委市民政局、市委政法
委、团市委等部门共同联动的工
作机制； 组织队伍呈现新面貌，
实名注册志愿者突破 440 万人，
注册志愿服务组织 7.69 万个，27
个委办局牵头建立了本行业志
愿服务组织，16 个区均成立了志
愿服务组织，全市各街乡镇实现
了志愿服务组织全覆盖，形成了

“市、区、街乡镇”三级组织体系。
项目质量取得新提升，全市注册
志愿服务项目达 37.7 万个，其

中， 金牌项目 300 个，“志愿北
京”“公共文明引导” 等 50 多个
市级示范项目颇有影响力。

六年来，首都志愿服务领域
实现了新覆盖，全市志愿者在服
务国家战略、城市治理、民生需
求、重大活动保障等各方面大显
身手；涌现出一批如贾立群和国
航“金凤”乘务组被中宣部授予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新典型。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全市广大志
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更是直沉
一线抗击疫情， 在联防联控、临
床救治、城市运行、应急服务、民
生保障等各方面开展活动，走在
了前头、做出了表率，用决心、爱
心和行动在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中诠释志愿精神，充分展现了首
都志愿者的优秀品质和风采。

志愿服务多点开花

服务保障重大活动，让中国
志愿者走上世界舞台，参与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自觉融入城市治
理，服务民生志愿行动……六年
来，首都志愿服务工作在服务大
局、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中实现
着新发展。

服务保障大型活动一直是
首都志愿服务的特色和优良传
统。 六年来，首都志愿者们累计
完成了各类大型活动志愿服务
近百场， 参与志愿者 450 万人
次， 先后出色完成国庆 70 周年
庆典、北京世园会、两届“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等保障任务。特别是在国庆 70
周年庆典期间， 来自 50 个单位
16 万名志愿者在天安门地区开
展服务，累计时长 260 万小时。

几年来，本市以提高市民文
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

以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和革命纪念馆为平台，不断深入
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
站点”建设。 据统计，每年在全
市公共文化机构开展主题活动
百余场， 累计 40 万志愿者参
与。以“柠檬黄”“志愿蓝”“平安
红”等为代表的首都志愿者，他
们遍布城乡基层，身体力行、热
情参与， 汇聚了志愿服务新共
识，传递了社会正能量，提升了
社会文明程度。

全市 1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345 个实践所、6946 个实践
站， 以志愿服务为最大特色，以
百姓“点单”、中心“派单”、志愿
者“接单”、群众“评单”环环相扣
为运行机制， 培育打造了 1.2 万
余个志愿服务项目，每月开展活
动 3000 余场。 以首都功能核心
区为重点，开展背街小巷文明创
建志愿行动，广大志愿者积极参
与到日常巡访、背街小巷环境整
治中来。 会同环保、水务、城管、

交通等部门实施“五大青年行
动”， 推动共青团员参与社区志
愿服务。

深耕志愿服务文化

六年来，首都志愿服务工作
坚持在探索中前进，在创新中发
展， 不断明晰志愿服务思路，积
累了许多好做法好经验。

加强党建引领，不断增强志
愿服务的组织力和凝聚力。 在志
愿服务活动中，做到以党建为龙
头,抓好组织建设，把党建工作与
志愿服务工作同谋划、 同部署、
同落实，形成了党建和业务融合
发展的长效机制。

几年来，北京市一直深耕志
愿服务文化，引导人们在志愿行
动中感悟社会主流思想价值，追
求正确的人生目标。 从 2014 年
起，统筹整合“学雷锋做文明有
礼的北京人”主题活动，打造“爱
满京城”主题推动日、重点活动

周、 社会宣传月等系列品牌，在
活动中熔铸和释放美好追求、爱
心善意、责任担当。

不断推动志愿服务规范化
常态化。 几年来，不断健全完善
党委政府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
的工作体制和覆盖全市的志愿
服务组织体系， 市级层面形成
了“三会一中心”（联合会、基金
会、研究会、市志愿服务指导中
心）架构，较好地发挥了统筹协
调作用， 全市 27 个委办局、83
所高校、643 所中学建立了志愿
服务组织。 同时还加强典型引
导， 推动形成志愿服务群体效
应。 扎实开展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 100”、首都学雷锋志
愿服务“五个 100”先进典型选
树和宣传， 树立了一大批最美
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美志愿服
务社区、最美志愿服务家庭，数
量居全国前列。

（据《北京青年报》）

� � 近日， 中共广东省社会组
织党委印发《关于开展社会组
织党组织换届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贯
彻落实党章规定， 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制度。

《通知》指出，社会组织党
支部、 党总支每届任期一般为
3 年，本次换届对象为 2017 年
新成立的党支部、 党总支，以
及其他应换届的党支部、 党总
支（到期换届、延期换届、完成
整顿的软弱涣散党组织等）。
各党支部、党总支应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向广东省社会组
织党委办公室提交换届选举申
请 ，2020 年 7 月 31 前召开党
员大会完成正式选举工作。

《通知》强调，在班子配备
上， 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原则
上应由党员负责人担任； 党员
负责人组织关系暂不能转入

的， 可推荐 1 名党员负责人为
“第一书记”人选。 社会组织负
责人中没有党员的， 应推荐业
务能力强、 群众基础好的党员
担任党组织书记。 正式党员不
足 7 名的党支部，设 1 名书记，
必要时可以设 1 名副书记，不
设党支部委员会。 有正式党员
7 人以上的党支部， 应当设立
党支部委员会。 党支部委员会
由 3 至 5 人组成， 一般不超过
7 人。 党支部委员会设书记和
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 纪检委
员等， 必要时可以设 1 名副书
记。 党支部委员会、 总支部委
员会的委员应严格按照职数配
备，选准配强书记、副书记。 委
员人数少的可兼任， 委员职数
较多的， 可根据工作需要配备
青年委员、 统战委员、 妇女委
员等。

（据南方新闻网）

� � 5 月 15 日， 贵州省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新建街道社会工
作和志愿服务站项目招标工作
在贵阳顺利完成。 经过资格审
查、 专家评标、 分包选择等环
节， 共明确 28 家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分别承接 64 个社会工作和
志愿服务站项目。

此项目吸引了来自广东、
安徽、湖南、四川、河南、新疆、
广西等全国 8 个省（市、区）各

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参与投标，
经过激烈的竞标环节， 最终，深
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
等 16 家省外机构和铜仁市源创
社工服务中心等 12 家省内机构
中标。 据了解，所有中标机构均
不同程度地承接过“三区计划”、

“牵手计划”、“社工黔行”等社工
项目，具有较丰富的社会工作和
志愿服务经历。

据悉，2020年，贵州省民政厅

在全省 8个市（州）40个县（市、
区）64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
设街道全部设立社会工作和志愿
服务站，这是贵州省社会工作事业
改革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以
专业优势为核心，以服务站建设
为抓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机构， 激发
广大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内
生动力为搬迁群众提供专业社工
和志愿服务。 （据民政部网站）

� � 近日，山东省民政厅、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卫健委、省应
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消防救
援总队 6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开展 2020 年全省养老院服务质
量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

《通知》明确，开展 2020 年
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
要实现四大目标： 一是特困人

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
提升成效显现， 护理功能明显
增强， 新建改造护理型敬老院
120 处、床位 1.1 万张，特困失能
老年人集中供养率达到 50%。二
是养老机构标准化水平明显提
升，70%以上养老机构符合《养
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备
案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率达到

100%。 三是养老服务队伍专业
化能力持续加强，各级培训养
老院院长 2000 人、 养老护理
员 7 万人、专兼职老年社会工
作者 3700 人。四是各司其职、协
同配合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
全面建立， 行业监管水平进一
步提高。

（据民政部网站）

山东：开展全省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

贵州：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项目完成招标 广东：
开展全省性社会组织党组织换届工作

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