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
规范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论坛等活动

News
２０20．8.25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段理

04 新闻

决战脱贫攻坚 共创美好生活

第八届慈展会
组委会视频会议召开

8 月 18 日上午，第八届中
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以下简称“慈展会”）组委会召
开视频会议。 会议确定， 第八
届慈展会将于今年 9 月 18 日
至 20 日在深圳举办。本届慈展
会的主题是“决战脱贫攻坚，共
创美好生活”。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 深圳
市市长陈如桂、国务院扶贫办
副主任洪天云、国务院国资委
副秘书长庄树新、 中国红十
字会副会长孙硕鹏、 深圳市
委常委黄敏以及全国工商
联、广东省民政厅、中国慈善
联合会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民政部副部长王爱
文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第八届慈展会
总体方案及筹备工作进展情
况， 就落实第八届慈展会总体
方案及办展工作进行了研究
部署。 与会单位对第八届慈展
会总体方案和办展思路给予了
充分肯定，认为慈展会从 2018
年起连续三年聚焦“脱贫攻坚”
的主题定位精准，有力贯彻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及疫
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表
示将按照组委会的要求和职责
分工，积极主动做好慈展会各
项筹备工作。

李纪恒代表组委会充分肯
定了前七届慈展会取得的丰硕
成果和第八届慈展会的各项筹
备工作。 李纪恒指出， 今年是
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现在距
离年底仅有 4 个多月时间，距
离慈展会开幕也只有一个月
时间，在这个决战冲刺的关键
节点，更要充分认识这届慈展
会的特殊重要意义，着力以更
高标准、更实措施、更大成效办
好这届展会。

李纪恒强调， 第八届慈展
会要紧紧围绕“决战脱贫攻坚、
共创美好生活”的主题，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贯彻到展示交流、会议研讨、资
源对接、消费扶贫等各个环节。
要重点展示社会力量参与脱贫
攻坚的典型案例、创新模式和
突出成果，充分展示抗疫扶贫
和慈善事业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的经验做法，讲好这些方面脱
贫攻坚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
验， 彰显我国脱贫攻坚的历史
进程和伟大成就。 要把慈展会
办成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平
台，办成动员社会力量助力脱
贫攻坚的重要平台，发挥国内
唯一国家级慈善交流展示平台
的带动作用，汇聚磅礴慈善力
量，助力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
胜利。

李纪恒要求， 要针对我国
仍有部分贫困县未摘帽、部分
贫困村未出列、部分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的实际，
突出最贫困地区和尚未脱贫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需
求，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
全面动员慈善力量向脱贫攻
坚的决胜之地冲刺发力。 要着
眼长效，围绕当前脱贫攻坚的
核心问题、薄弱环节、关键链条
以及慈善事业发展的热点难点
问题，广泛凝聚脱贫攻坚和慈
善事业发展智力支持。 要创新
方式，办好“慈展会云展览”，扩
大慈展会覆盖面和影响力，让
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都能从
互联网上参与这届盛会，进一
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

李纪恒强调， 各主办单位
和承办单位，要认真贯彻党中
央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决
策部署，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的方针，进一步完善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
案，牢固树立群防群控意识，坚
持风险可控原则，动态调整展
会活动防控措施。 要守住安全
底线，切实防范化解各种风险，
确保政治安全和参展参会人员
生命财产安全。 各主办单位要
分工协作、强化责任，努力办出
新气象、新水平、新成效，为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献礼。

陈如桂表示， 慈展会作为
国家级、综合性、国际化的慈善
盛会，举办七年来已经成为服
务我国脱贫攻坚事业的重要载
体，成为引领我国慈善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深圳高
度重视慈展会的举办，将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积极践行
“先富帮后富、 携手奔小康”理
念，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努力打造高质
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
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
持续发展先锋，大力推进弱有
众扶，坚决如期完成中央、广东
省交办的脱贫攻坚任务。 深圳
将认真履行好主办方的各项职
责，按照此次组委会的部署要
求，总结往年办会经验，严格落
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力做
好活动筹备工作，确保安全、顺
利、圆满、精彩、成功，努力将本
届慈展会办得更有水平、更富
实效、更具影响力，为我国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作出更大贡献，以优异成
绩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

（据民政部网站）

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举办研讨
会论坛等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重申有关要求，着重规范
全省性社会组织举办各类业务研
讨和学术交流等活动，加大监督管
理力度， 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通知》要求，各社会组织举办
研讨会、论坛等活动要严格遵守宪
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严把内
容关，社会组织党组织要把好政治
审核关，确保不出政治问题、导向
问题、安全问题和影响社会稳定问
题。 各社会组织以“主办单位”“协
办单位”“支持单位”“指导单位”等
方式合作开展举办研讨会论坛等
活动，须严格按照《关于规范社会
团体开展合作活动若干问题的规
定》要求，切实履行职责，慎重选择
合作对象，对主讲人和研讨内容进

行严格把关，对活动全过程和重要
环节予以把关，不得以挂名方式参
与合作或者收取费用。

《通知》要求，各社会组织要严
格按照核准章程的宗旨和业务范
围开展活动，履行内部程序，并由
理事会审议通过；业务主管单位或
行业管理部门应建立相应的审批
或备案制度。与境外的组织或者个
人合作举办研讨会、 论坛等活动，
以及邀请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参加
举办研讨会、论坛等活动，要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符合章
程业务范围，履行相关报批手续。

登记管理机关将研讨会、论
坛、讲座、报告会等纳入社会组织
年度检查的内容， 通过群众举报、
抽查审计等手段加强对社会组织
举办上述活动的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问题及时进行调查处置。

（据广东省民政厅）

今年以来，贵州省民政厅多措
并举， 加强孤儿兜底保障工作，强
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务保障，提
升儿童关爱救助保护能力，增强儿
童福利服务水平，不断完善基层儿
童关爱保护体系建设。

加强孤儿保障工作。今年 3 月
下发的《贵州省民政厅 贵州省财
政厅关于提高全省孤儿基本生活
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 明确机构
养育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
提高至 1600 元。《关于执行孤儿等
特殊群体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相关政策的通知》， 明确对孤儿参
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予以全额资
助， 并享受相应的医疗救助政策。
下达各地中央福利彩票公益金“福
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项目资金
1687 万元、“孤残儿童医疗康复明
天计划”项目资金 161 万元。

强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务
保障工作。 认真落实《进一步加强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务保障工作
的实施意见》， 对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的基础信息查验进行同步安排。
目前已有 10275 名儿童通过认定
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务保障

对象。
提升儿童关爱救助保护能力。

完成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信息采
集工作， 全面实施人员实名制管
理。 全省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队
伍增加到 1.9 万名，基层儿童工作
队伍实现全覆盖， 打通了留守儿
童、 困境儿童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全面推进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能力培训全
覆盖。 组织开展贵州民政“儿童之
家”LOGO 征集活动。 争取到“基
层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
金”2976 万元，资助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设防区、贫困村建设儿童之家
（儿童活动中心）600 余个。

增强儿童福利服务水平。指导
遵义市开展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示
范创建工作， 着力打造“养治教
康+社工服务”一体化区域性儿童
集中养育机构。依托省孤残儿童康
复中心项目设施，启动省级医疗康
复机构筹备工作。支持儿童福利机
开办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特教
学校，贵阳市、遵义市儿童福利院
获得教育部门批准举办特殊学校。

（据民政部网站）

近日，吉林省民政厅、教育厅、
财政厅、卫健委、残联 5 部门联合
出台了《关于开展居家老年人巡访
关爱工作的指导意见》， 重点从 5
个方面对居家老年人开展巡访关
爱，着力构建巡访、关爱、服务三位
一体的居家老年人巡访关爱体系。

一是健康方面，通过评估观察
和询问， 了解老年人表达能力、行
动能力、反应能力、疾病情况、精神
状况等。 二是经济方面，了解老年
人是否存在衣食住行医等方面的
困难， 是否纳入相应救助保障政
策，相关政策是否落实到位等。 三
是安全方面，了解老年人家庭水电
暖气设施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是否有适老化设施（如： 扶手、拐
杖、轮椅或助浴椅）需求等。四是需
求方面，了解老年人是否有生活照
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方面服务
需求。五是特殊情况，了解老年人居
住环境是否睦邻， 家庭是否发生重
大家庭变故， 是否因受到突发自然
灾害、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影响造
成生活困难，是否有救济措施等。

2020 至 2021 年，重点对全省
独居、空巢、留守、特困、高龄、失
能、重残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
人等 8 类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巡
访关爱工作；2022 年， 对全省 60
周岁及以上常住居家老年人全面
展开巡访关爱。 （据民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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