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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引导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加大力度引导社会组织
主动投身脱贫攻坚

今年 5 月 14 日， 重庆市社
会组织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指
引》， 明确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工作的主要路径、要求、重点
领域等， 并提供了重点区域、重
点人群、联系方式等信息，方便
社会组织直接精准对接 18 个扶
贫开发重点区县、18个深度贫困
乡镇及 100个攻坚村负责人。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
与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市工商联
联合发出倡议， 号召社会组织发
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广泛凝聚社
会力量提升帮扶实效。 动员社会
组织广大员工注册成为“中国社
会扶贫网”爱心人士，点对点帮助
建卡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
困难，实现“互联网+”精准帮扶。

据初步统计， 今年以来，全
市社会组织开展重点扶贫项目
882 个，组织各类活动 2188 次，
直接参与脱贫攻坚人员近 30 万
人次，筹集扶贫资金 2.16 亿元，
惠及困难群众 48.3 万余人次。

多措并举动员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消费扶贫

1 月 8 日，印发《社会组织
参与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工
作方案》， 要求各社会组织发挥
自身优势，采取网上营销、商场
直销、结对助销、旅游促销、协作
展销、劳务推销等方式，助力贫
困地区消费扶贫。协调支持电商
协会、网商协会等互联网类社会
组织，深入推进电商扶贫。

全市 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区县、4个市级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区县、18个深度贫困乡镇及
所辖贫困村基本实现区县级农村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
心、 农村电商公共服务和物流服
务全覆盖， 累计建成农产品产地
集配中心 150余个，培育“天生云
阳”“山韵黔江” 等区域公共品牌
20余个，乡镇快递覆盖率达 100%。

据初步统计， 今年以来，各

贫困区县实现网络零售额 65.8
亿元， 全市社会组织直销农产
品达 1.33 亿元， 实现旅游消费
495 万元， 解决劳务就业 18.26
万人次，带动消费 6.2 亿元。

突出重点发展公益众筹扶贫

重庆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
理局积极引导慈善组织规范设
立扶贫公益基金。 目前，市级慈
善组织已设立专项基金 30 个，
涉及扶贫公益基金 20 个。 市慈
善总会在 18 个扶贫开发重点区
县设立“社区阳光基金”， 面向
2266 名低保户、2245 名残疾人
设立帮扶基金，帮助其解决经营
发展和临时生活困难问题。 市社
会救助基金会设立“困难群众急
难众筹” 项目， 共筹集资金
340.65 万元，帮助 184 名困难群
众解决就医等急难问题。 市儿童
救助基金会设立“儿童助学扶贫
众筹项目”， 筹集资金 136.7 万
元，资助贫困儿童 1054人。

2017年至 2019年， 市慈善
总会连续三年组织参加腾讯“99
公益日”， 募捐额一年一个新台
阶。 今年“99 公益日”期间，1186
万人次参与捐赠，募得善款 3.28
亿元， 募捐总额和捐赠人次均
居全国第 1 位。 推出的“巴渝社
会组织扶贫”项目，吸引 81 家社
会组织参与， 各社会组织设计
包装扶贫公益子项目 80 个，筹
集扶贫专项资金 1066 万元，有
力促进了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加大慈善信托支持脱贫攻
坚工作力度，引导重庆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设立 60 万元产业扶贫
慈善信托项目，进行产业项目扶
持、扶贫资助和救济。 引导三峡
银行设立 100 万元，委托重庆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开展巴渝扶贫
项目， 重点进行产业项目支持、
扶贫资助和困难群众救助。

群策群力深入推进社会扶贫

动员组织各类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全市 12736 家社会组织参与
疫情防控， 占全市社会组织总
量的 72%。 截至 8 月底，全市社

会组织共组织捐赠款物 7.09 亿
元（不含慈善组织募捐）。 其中：
社会组织自身捐赠资金 1.46 亿
元，捐赠物资 275 万件/套（折价
8203 万元）；引导会员单位捐款
3.56 亿元、 捐赠物资 438 万件
（折价 1.25 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 全市慈善组
织累计募集疫情防控慈善款物
9.17亿元。 其中，儿童救助基金会
募集价值 1.1亿元儿童奶粉 30万
罐，按照捐赠人意愿，25万罐用于
湖北及周边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省
市， 其余 5万罐除部分用于医务
人员慰问， 多数用于贫困群众家
庭，尤其是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加强沟通积极推进东西部
扶贫协作

3 月 25 日，重庆市民政局、
山东省民政厅签订《2020 年社
会组织扶贫协作框架协议》。 重
庆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明
确慈善总会、社会组织发展促进
会分别对口山东省慈善总会和
社会组织总会，建立鲁渝社会组
织扶贫协作联络机制。 研究出
台《东西部扶贫协作山东援助
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指引》，加
强鲁渝东西部扶贫协作山东援
助重庆民政领域资金和物资的
使用管理，规范援助资金和物资
接收、管理和使用程序。

目前，已对接落实山东省 16
家社会组织对口支援项目资金
130余万元，其中：山东省社会组
织对口帮扶云阳县泥溪镇产业道
路和水渠建设项目资金 16.1 万
元；山东省扶贫开发基金会对口
捐赠重庆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残疾人扶贫专项资金 40万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山
东省慈善总会向万州区慈善会捐
赠资金 5万元，购买 5500只医用
一次性口罩、620 瓶消毒酒精免
洗消毒洗手液、600 斤二氧化氯
消毒原液、995斤消毒酒精，发放
到低保、 特困和乡镇敬老院人员
手中。 协调落实潍坊市新路社会
组织发展中心通过开州区慈善会
向开州区民政局捐款 23.2万元，
用于疫情及扶贫救助。

（据重庆市民政局）

2 014 年， 重庆有 14 个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4

个市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建
档立卡扶贫对象 48.2 万户 165.9 万
人。 截至 2019 年底，18 个重点贫困
区县全部摘帽出列。 近五年来，全
市社会组织扶贫公益 支 出 超过
25.2 亿元，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扶贫
项目及活动 4700 多个， 惠及困难
群众 274.44 万人次，为全市脱贫攻
坚、抗疫救助、济困帮扶作出了积
极贡献。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设立社会救助基金会的
指导意见》，部署省、市、县和雄
安新区成立登记社会救助基金
会工作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
府和民政部门， 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精心部署协调，克服疫情
影响， 强力推动落实。 截至目
前， 省市县三级社会救助基金
会成立登记工作全面完成，共
计成立登记社会救助基金会
192 家。 其中，省级 1 家，市级
（含定州、 辛集市和雄安新区）
14 家，县（市、区）级 165 家，行
政区划外开发区（管理区、新
区）12 家。

设立社会救助基金会，是河
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改善民生、
加强社会救助重要指示精神的
实际行动，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
重要举措，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有力支撑，对于更好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切实兜住兜牢脱
贫攻坚底线具有重要意义。该基
金重点资助在落实各项社会保
障（社会救助）政策或扶贫政策
后，基本生活依然困难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 脱贫户、 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及其他符合救助条件
的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进一步防
止返贫致贫， 不留死角死面，确
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人不少、一户
不落。

基金会成立以后，河北各级
民政部门将在当地党委、政府领
导下， 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细
化救助政策， 加强资金监管，加
快实施救助， 定期统计数据，切
实发挥各级社会救助基金会在
助力解决困难群众“两不愁三保
障” 突出问题上的兜底保障作
用， 为确保全省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
官贡献应有力量。

（据民政部网站）

上海：
举行养老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9 月 24 日—25 日，2020 年
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举行，经过精心组织和层层
选拔， 来自全市 16 个区及市属
养老机构的 143 名养老护理员
参加竞赛。

此次竞赛是上海市为切实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以及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养
老护理员队伍建设 提高养老护
理水平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精
神，在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实施后，举办的首次全市性
养老类竞赛活动。 竞赛分理论、
实操两部分，根据竞赛总成绩排
名， 将推荐约 20 名养老护理员

作为上海代表， 参加 11 月份举
办的首届长三角养老护理员职
业技能大赛。

目前，上海市约有养老护理
从业人员 7 万余人，培养一支与
需求相适应的养老护理人员队
伍迫在眉睫。 民政部门还将通过
多种举措，加快培养养老服务人
才，增强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吸引
力。 本次竞赛对指导养老护理员
培养培训、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 提升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
缓解养老护理人才短缺矛盾、规
范和发展老年人生活照料和护
理服务、 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
进养老服务消费等将具有推动
作用。

（据民政部网站）

重庆：
慈善工作政策法规和业务能力培训班举办

为一步学习贯彻《慈善法》
及相关配套政策，明确新时代慈
善工作新要求， 提升重庆市慈
善专业人才依法行善的能力，
提升区县民政部门依法治善水
平，满足新时代慈善工作发展需
要， 重庆市民政局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 举办了 2020
年慈善工作政策法规和业务能
力培训班。

此次培训为期三天，40 个区
县民政部门负责慈善工作的科
长和市级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共
145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是全市

举办的规模较大，培训时间最长
的慈善业务工作培训。邀请了民
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司相关负责同志、市级慈善组织
负责人、高校专家教授，从新的
时代背景、 从社会治理视角、从
推动社会建设方面，对慈善法及
相关配套政策进行深度解读，对
当前及未来慈善事业发展进行
深度剖析。 同时，为加强成渝慈
善组织合作交流，邀请了四川省
部分慈善组织负责人参加培训
并进行现场经验介绍。

（据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