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抗疫 共塑和平

第三十二届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开幕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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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纪念联合国国
际科学与和平周三十二周年
暨第三十二届国际科学与和
平周开幕式在京举行。 本届国
际科学与和平周的主题是“科
学抗疫 共塑和平”，11 月 7 日
至 15 日全国各地举办将围绕
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

1988 年， 第 43 届联合国
大会一致通过了“科学与和
平”决议，宣布每年 11 月 11 日
所在周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
中国各界人士热烈响应联合
国的号召，积极在全国范围内
坚持开展国际科学与和平周
活动，今年已是 32 周年，迄今
参与人数将近 2 亿人次，举办
活动逾万项。

“中国各界人士响应联
合国的号召，32 年来坚持不
懈地开展国际科学与和平周
活动， 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定
不移地高举科学、和平、发展
的旗帜；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
活动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
流， 已成为宣传联合国宗旨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中国关
于科学发展、 和平发展国策
的重要平台。 ”第十届全国人
大副委员长、 国际科学与和
平周中国组委会主席顾秀莲
在开幕致辞中强调。

顾秀莲表示，本届国际科
学与和平周活动将以科技抗
疫为重点，展示科学技术对战
胜疫情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系
列成果，展示科学普及在引导
人民群众科学识疫、科学防疫
发挥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动员
全国科技工作者、社会各界人
士，积极投身科学防疫抗疫的
关键决战之中，为实现恢复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作出努力，为促进科学
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共筑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美
好地球家园做出新的贡献。

开幕式由国际科学与和
平周中国组委会主任、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马文
普主持。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
组委会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原副主席、 党组书记，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胡振民介绍了今年活
动的开展情况。他表示，活动将
紧紧围绕“科学抗疫 共塑和
平”的主题，联合各主办、协办
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以
下各类宣传活动：1.弘扬和平理
念，促进国际合作；2.关注改善
民生，助力卫生健康；3.展示科
技创新成果， 宣传科技抗疫成
效；4.弘扬传统中华文化，振奋
民族精神；5. 开展青少年教育
活动，培养一代新人。

“关爱生命，尊重科学，共
塑和平， 是充满无上荣光的崇
高事业。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
国组委会常务副主任、 中国生
命关怀协会代理事长李小琳强
调，“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
科学家胸怀祖国、 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 主动肩
负起历史重任， 把自己的科学
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

开幕式上，主办方还对第
三十二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
优秀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
组委会常务副主任、中社社会
工作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赵蓬
奇宣读了表彰名单。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
组委会主任、民政部原副部长
徐瑞新向荣获第三十二届国
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的
单位代表颁奖。

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
长顾秀莲向荣获第三十二届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
“和平使者荣誉称号” 的单位
代表颁奖。

著名书画家娄述德向国
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
捐献书法作品《国泰民安》，国
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
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京，国
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
秘书长陈一雄接受捐赠。

据主办方介绍， 本届国际
科学与和平周活动于 11 月 7
日至 15 日在全国各地举办。各
主办、 协办单位围绕主题，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公众喜闻乐见
的各项活动，主要有：中国人民
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举办系列
视频会议，“健康中国·步长致
远”心脑健康公益工程，2020中
华医学会联合国糖尿病日蓝光
行动，“关爱生命 科学抗疫 共
塑和平”系列活动，第四届中医
药文化大会，第五届军民两用新
材料大会，“中华魂” 全国青少
年主题读书活动，“防控新冠疫
情·共护母婴健康” 防疫普及宣
传公益活动，两弹一星国防文化
科技巡展，新时代科普教育创新
与思维变革报告会，“弘扬英雄
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
预防未成年人意外伤害公益活
动， 我·家乡·冰雪奇缘书画展，
北京国际青少年科学影像展评
展映活动，全国中小学生“金钥
匙”科技知识竞赛，2020上海市

“科学小公民” 实践展示活动，
“大医博爱”志愿者系列公益活
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宣传
系列活动等共 33 项。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华全
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齐
全胜，中华职业教育社党组成
员、副总干事李英爱，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书记处
书记李贤德，中国人民争取和
平与裁军协会副局级参赞林
欐和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
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华医学会、中国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
术协会、中国保健协会、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 光明日报社、
公益时报社等 25 个主办单位
的领导及北京市科协、中国铁
道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等
24 个协办、承办单位的领导以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文
教、新闻、卫生、工商等各界代
表 200 余人。

近日，广东省民政厅、省发展
改革委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
费实施方案〉 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即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底，分自查自纠、集中整改、督促落
实三个阶段，全面清理规范广东省
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通知》明确，重点清理以下
5 种行为：强制入会和强制收费
行为；利用法定职责和行政机关
委托、 授权事项违规收费行为；
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行
为；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
行为； 以及多头重复收费等行
为。 在会费收取标准和程序方
面、设定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方

面、降低部分重点领域行业协会
商会偏高收费方面还将持续开
展清理。

《通知》强调，各行业协会商会
要重点查清收费项目、标准、范围、
数额和依据，全面清理违规收取的
会费、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
性收费、评比表彰、职业资格认定
收费等，进行自查自纠和整改。 清
理规范后的收费目录清单通过“信
用中国”网站、广东省社会组织信
息网以及行业协会商会门户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示。 有
关地区和部门要综合运用政策指
导、行政约谈、提醒告诫等手段督
促指导。

（据民政部网站）

上海：
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明年底实现全覆盖

2019 年 6 月， 民政部等四部
委发布通知， 上海市作为唯一覆
盖直辖市全市范围的城市， 成为
全国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
试点地区。

2019 年，“康复辅具社区租赁
试点”项目在上海正式启动，全市
16 个区的 70 个街镇被列为首期试
点单位，共计提供 70 个租赁网点，
租赁点多数设在试点街道的社区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养老机构等。
2020 年上海市又新增 80 个租赁网
点， 总计达到 150 个，2021 年将实

现康复辅具租赁服务网络在上海
市街镇全覆盖。

试点期间， 上海市户籍 75 周
岁（含）以上老年人和 60 周岁以上
低保、低收入老年人租赁《上海市
2019 年社区康复辅具租赁产品目
录》中的产品，可以申请租赁服务
补贴，补贴金额为辅具租赁服务价
格的 50%， 每人每年最多不超过
3000 元。同时，坚持标准引领，制定
《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规程》（地
方标准）。

（据民政部网站）

湖北：
《社会工作低保核查服务与评估》
标准发布

近日，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公告，由湖北省民政厅、荆门
市民政局、掇刀区民政局和荆门市
蓝天社工服务中心等单位起草的
《社会工作低保核查服务与评估》
省级地方行业标准正式发布，这是
湖北省首个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
省级地方行业标准。

2016 年，荆门市掇刀区民政
局开始试点引入专业社工力量
参与低保核查，荆门市蓝天社工
服务中心开始在掇刀区展开低
保核查试点，在第一年城市低保
领域探索试点的基础上 ，2017
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区，并取
得了成功。

2018 年，荆门蓝天社工开展的
低保核查服务引起省民政厅关注，
在省民政厅的支持下，于当年正式
立项为省级地方行业标准。 经过 2
年多的努力， 经过若干次论证、专
家评审， 今年 10 月，《社会工作低
保核查服务与评估》这一社会工作

服务领域的首个省级地方行业标
准正式对外发布。

近年来湖北省开始大力发展
社会工作事业，荆门市蓝天社工服
务中心是在荆门市民政局支持下，
荆门市成立的第一家专业社工机
构。荆门蓝天社工在社会救助领域
的创新经验在全省引起关注，全省
各地也先后引入社工机构参与了
低保核查。

荆门蓝天社工率先探索社会
工作参与社会救助服务， 走在了
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省级地方行
业标准的出台，有助于低保核查
服务的规范化和良性发展，为推
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救助服务
提供了标准。 今年，掇刀区再次
引入蓝天社工在社会救助领域
深入探索创新，引导专业社会工
作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关爱服
务， 将服务做的更深更细， 将关
爱做的更暖。

（据荆门市民政局）

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