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最美医务社会工作
者”活动启动

广东：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项目 1800多个
8 月 25 日， 广东省民政厅召

开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培训班,
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的能力建设。

根据社会组织年报（年检）系
统数据统计，2018 年以来，广东省
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助力“三区三
州”及其他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项目
1800 多个， 投入资金 4.7 亿元，受

益贫困人口约 600 多万。
共发动 390 家社会组织参与

百家社会组织走近困境和留守
儿童“牵手行动”，深入 15 个经
济欠发达地区开展 171 场关爱帮
扶活动， 投入帮扶资金 836.4 万
元， 直接惠及 22988 名留守和困
境儿童。

（据民政部网站）

重庆：
做好汛期受灾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

汛期以来，重庆市民政局
积极行动，充分发挥民政部门
职能作用，切实做好受灾困难
群众救助帮扶工作，有效保障
了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汛期以来，全市共对受灾
困难群众给予临时救助 7450

人次， 发放临时救助金 452.6
万元。 其中，洪峰过境涉及的
15 个区县共对受灾困难群众
给予临时救助 1112 人次，发放
临时救助金 77.24 万元。

各级民政部门配合应急
等相关部门对受灾困难群众

开展走访慰问、心理疏导、安
全隐患排查 13.53 万人次。其
中，洪峰过境涉及的 15 个区
县开展受灾困难群众走访慰
问、心理疏导、安全隐患排查
2.88 万人次。

（据民政部网站）

青海：加强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

近期，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公
安厅等 13 个部门制定出台了《关
于加强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
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要求加大贫困农村留
守妇女生活救助和健康服务力度，
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农村留守妇女
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
等社会救助范围，为残疾农村留守

妇女提供基本康复等服务，鼓励妇
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加强就业创业指导，加大职业
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农村留守妇女
就业创业能力，积极为农村留守妇
女创业发展搭建平台、 提供服务，
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实现农村留守
妇女就近就地就业。

（据民政部网站）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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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缔造行业标杆、
彰显榜样力量 ” 为主题 ，由
《公益时报》社主办，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
专业委员会支持， 轻松集团
战略支持。

医务社会工作是专业社
会工作的一种。 近年来，医务
社工在医院服务、 患者管理、
医患关系调节以及社区健康
教育、居民健康档案建设等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重要性
正日益提升。

2017 年，《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要求医疗机构设立医务
社工岗位，负责协助开展医患
沟通，提供诊疗、生活、法务、
援助等患者支持服务。

2018 年，《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考核指标》将建立“医务社
工制度”列为一级指标。

2020 年，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斗争中，广大医务社会
工作者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
式为医务人员、患者、社区工
作者等不同人群提供了心理
咨询、宣传沟通、困难帮扶等
多种的服务。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部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提出的“稳步推进进一步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的要求，

以创新医疗服务模式不断提
升患者满意度，满足医疗服务
新需求，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
医感受，同时弘扬广大医务工
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
神、医务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
工作理念，树立医务社会工作
者先进典型，致敬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做出卓越贡献的
医务社工，《公益时报》联合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
工作专业委员会、轻松集团以
及相关慈善组织、媒体等共同
推出“2020 寻找最美医务社会
工作者”活动。

活动以医务社工及其推
动者为参选对象，将涵盖医疗
卫生机构、医药健康行业社会
团体、专业医务社会工作机构
等相关单位。

即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29
日， 各地社会工作行业组织
（省、市级社会工作协会/联合
会，省级医院协会医务社会工
作专委会/分会）、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
委员会、医疗机构、慈善组织
等机构可以进行推荐。

活动将最终评选出十大
医务社会工作者、最美医务社
会工作者，并颁发医务社会工
作推动力奖、医务社会工作事
业贡献奖等奖项。

最美医务社会工作者的

评选对象是在医务社会工作
岗位做出突出成绩的专业社
会工作人才。 十大医务社会工
作者的评选对象是对医务社
会工作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
专业人才。

主办方还将通过深入医
疗机构走访、调研等方式，挖
掘医务社工典型， 通过直播
访谈、海报、平面媒体、网络
媒体等多种方式和电台、电
视台、网络、报刊和公益广告
等多种平台， 宣传医务社会
工作者的先进事迹， 以进一
步促进公众对医务社会工作
的了解， 增加对医务社会工
作者的认同。

本次活动是改革开放以
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的最美
医务社会工作者寻访活动，
是不断推进医务社会工作创
新发展的有效尝试； 是相关
行业组织全面总结医务社会
工作的良好契机； 是向全社
会介绍和推广医务社会工作
的有效载体， 将对推动我国
医务社会工作发展起到十分
重要的作用。 主办方表示，希
望广大医务社会工作者踊跃
参与，各省、市级行业组织积
极推荐。

组委会在对申报材料进
行核查后， 将组织专家评审，
确定名单并公示。 最终获奖名
单将于10 月公布。

“跋山涉水云飞扬，乘风破浪
勇担当。 社会组织新鲜事，每周一
现看端详。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之际，8 月 25 日上午，深圳
市社会组织管理局举行深圳社会
组织新闻资讯中心成立暨《每周一
现》栏目开播启动仪式。

跟随特区奋进的步伐，深圳社
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
发展，活力迸发，百花齐放。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深圳共登记社
会组织 10929 家。

近年来， 深圳市不断深化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坚持培育
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 较好地促进
了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在促进
特区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
社会治理、 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发
挥着日益重要作用。 在促进产业升
级方面，深圳家具、钟表、服装、黄金
珠宝、工业设计等行业协会，依托技
术和公共服务平台， 通过设计与技
术驱动，有力推动了“深圳制造”向
“深圳创造”转型。 在创新社会治理
方面， 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积极有
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心理健康、
矫治安帮、法律援助、纠纷调处等社
会治理重点领域以及关爱特殊群体
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 探
索培育发展社区基金会， 目前已登
记社区基金会 28家。

2020 年 7 月， 全国政协召开
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的重点问题专题网络视
频座谈会，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作为基层代表参加并发言，社会组
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做法
受到高度肯定。

在倡导公益慈善方面， 深圳社
会组织助力深圳关爱之城、 慈善之
城建设， 截至目前共认定市级慈善
组织 282 家， 据 2018 年度报告统
计，全市社会组织共接受捐赠 25.73
亿元，公益支出 16.21亿元。 在促进
对外交流方面， 深圳社会组织主动
“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和粤港澳
大湾区战略， 在深化国际经贸文化
合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协调解决
贸易纠纷、 拓展海内外市场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助力脱贫攻坚
方面， 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有序参
与扶贫工作，重点帮扶“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以及我市对口支援
地区，截至目前，已筹集对口支援四
川凉山州四县的帮扶项目资金近
1000万元。开展“一帮一”行动，发动
34家市区社会组织对口帮扶广西百
色、河池地区 34个深度贫困村。

在抗击疫情方面，深圳社会组
织通过发布行业倡议、组织捐款捐
物、参与社工和志愿服务、组织会
员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利用专业优
势直接投入防控一线等方式，依法
有序参加疫情防控，发挥了生力军
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
6 月，深圳地区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累计接收捐赠款物和直接捐赠
外省、 市的款物金额逾 30.05 亿
元，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

为了更好地宣传推广深圳社会
组织在助推“双区”建设中发挥的作
用和取得的成绩， 全方位展示深圳
社会组织风采，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
理局立足现有信息技术和工作人
员， 组建了深圳社会组织新闻资讯
中心， 旨在为全市社会组织搭建宣
传、展示、推广和交流平台，拓宽信
息沟通渠道， 实现对深圳社会组织
资讯的融合推广。 献礼特区 40 周
年， 市社会组织管理局与深圳娱乐
频道《城市发现》合作定制了《每周
一现》社会组织新闻宣传栏目。 栏目
以展现特区建立 40年来以及在“双
区” 建设中深圳社会组织走过的光
辉历程为理念， 重在宣传深圳社会
组织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项
目、新理念，在《城市发现》栏目每周
六中午 12:00新闻档播出。

深圳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市
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李文海在致
辞中指出， 希望广大社会组织能
够重视新闻宣传工作，踊跃支持、
积极配合深圳社会组织新闻资讯
中心的建设和推广， 及时提供新
闻素材；同时，欢迎各媒体资源的
融合加入，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形成深圳社会组织新闻宣传的强
大合力。 （据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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