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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3 月 13 日，青海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
施方案》， 就改革完善社会救
助制度作出系统安排部署，进
一步细化了重点任务。

一是坚持目标导向，明
确提出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社
会救助体系。 二是坚持效果

导向， 细化了改革完善社会
救助制度的重点任务和改革
措施。 围绕健全完善分层分
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4 个方
面提出了 22 项兜底保障基
本民生的综合改革举措。 三
是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社会
救助薄弱环节加强保障措
施。明确提出强化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
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将
社会救助政策落实情况纳入
各地各部门工作绩效评价，
并首次提出在乡镇（街道）设
立社工站，村（社区）设立社
会救助协理员，有效解决基层
能力不足的问题。

（据青海省民政厅）

■ 本报记者 张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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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善心仁者 与爱
同行”京津冀社工关爱计划战略
合作研讨会暨 2020 年度爱心单
位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本次会议主题为“善心仁者
与爱同行”， 由北京市委社会工
委市民政局指导，北京社会工作
者协会、 天津社会工作协会、河
北省社会工作促进会联合主办，
北京社工+志愿服务联盟、 北京
乐仁社会工作事务所、中社社会
工作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北京市
光明慈善基金会提供支持，2020
年抗击疫情“爱心单位”和 2021
年首批战略合作伙伴单位代表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北京社会工作者协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小平主持。
会上，参会领导和与会嘉宾观看
了 2021 年第六届“北京社工宣
传周”视频纪录片；宣读了表彰
2020 年抗疫期间为广大社会工
作者及一线社工和志愿者提供
服务的“爱心企业”的决定，为其
颁奖授牌；就“京津冀社工关爱
计划” 战略合作进行认真研讨；
与“京津冀社工关爱计划”战略
合作单位签约授牌，并启动“京
津冀社工关爱计划”。

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
李新京在致词中表示，2020 年北
京社会工作者协会链接社会资
源，携手爱心企业针对广大的社
会工作者及奋战在抗击新冠疫
情一线社工及志愿者开展了一
系列关爱服务。

“2021 年北京社会工作者协
会将广泛链接企业资源发起关
爱社工行动，继续积极实施京津
冀社工关爱计划，编织一张关爱
社工网， 提升社工的职业自豪
感。 ”李新京表示，“希望京津冀
社会工作行业组织和爱心企业
继续联手为社会工作融合发展
提供政治支持和关爱服务，争取
更多的政府部门、 群团组织、厂
矿企业、高校院所、乡镇社区关
注和支持，不断提升社会工作影
响力和知晓度。 ”

会议对 2020 年积极支持社
会工作参与抗击疫情和脱贫攻
坚慷慨解囊做出突出贡献的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房山分公司、北京市光明慈善基
金会、北京市朝阳区将台地区水
岸家园社区、许氏集团·天津伊
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平安健
康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北京懋徳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6 家“爱心单位”予以表彰
并授牌。

为了促进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切实解决社会工作者面
临的实际问题，北京社会工作者
协会、 天津市社会工作协会、河
北省社会工作促进会联合开展
“善心仁者 与爱同行”京津冀社
工关爱计划活动。

会议就“京津冀社工关爱计
划” 战略合作进行了认真研讨。
期间，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副秘
书长兼志愿服务部主任许九飞
对《京津冀社工关爱计划》的内
容做了介绍，发布《京津冀社工
关爱计划战略合作伙伴招募通
告》，“京津冀社工关爱平台”技
术服务商北京网天下技术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旭就平台的
运行作了讲解。

作为首批战略合作单位，汉
庭星空（上海）酒店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北京维尔口腔医院有
限公司、北京网天下技术科技有
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
作为企业为社工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 为他们带去关爱，是
对社会最大的回报。

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沈小平代表北京社会工

作者协会与“京津冀社工关爱计
划”首批战略合作单位签约。

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
李新京和天津市社会工作协会
会长杨丽荣为首批战略合作单
位授牌。

“京津冀社工关爱计划”启
动后，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将继
续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民政
工作和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为指导，弘扬“助人自助”
的社工理念，倡导“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充
分发挥社会企业在社会治理中
的作用，切实关注社会工作者与
社会工作领域志愿者生活中面
临的实际问题，探索开展“职业
生涯、身心健康、权益保护、品质
生活、休闲度假、家庭服务、政治
生活”等“6+1”服务项目，为京津
冀的社工交流、培训和团建等提
供优惠服务，打造行业发展新磁
场，大幅提升广大社会工作者的
职业自豪感。

3 月 15 日，以“汇聚社工力
量 巩固脱贫成果 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的社会工作宣传周活
动启动仪式沈北新区蒲河大集
举行。 本次活动由沈阳市民政
局、沈北新区民政局主办，沈阳
帮帮团志愿服务协会、沈阳市社
会工作联合会、沈阳市利州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承办。

启动仪式在社工们深情演
唱的《社工之歌》中拉开帷幕。 随
后，沈北新区副区长代丽、市民
政局副局长尹玉砖分别致辞，对
社工组织和本次活动提出要求。
到场领导和嘉宾为 10 名困难学
生发放了“爱心温暖包”。 接着，
三家社工机构及慈善类社会组
织进行了风采展示，表演了手语
《感恩的心》、舞蹈《长鼓敲起来》
和四人合唱《走进新时代》。 此
时， 社工服务公益市集同步开
始， 赶集的村民从四面八方涌

来，与现场的社工机构、慈善组
织和志愿者服务组织积极互动，
一时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气氛
异常热闹。

全市 40 家有影响力的社工
机构、慈善组织和志愿者服务组
织积极参与，集中在现场开展医
疗服务、乡村环保、农村科技、法
律咨询、心理辅导、安全急救、禁
毒防艾、 扶贫义卖等内容丰富、
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活动，充分
展示社会工作在助力乡村振兴、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参与社会治
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果。 通过为期
一周的宣传活动，有望提升群众
对社会工作的知晓率和认同度，
为社会工作发展的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激励鼓舞
广大社会工作者在助力乡村振
兴、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
众中更好发挥优势、 展现风采、
贡献力量。 （王龙江）

内蒙古：2020年度全区性社会组织年检工作启动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
厅印发《关于做好 2020年度社
会组织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
决定对自治区本级登记的社会
组织进行 2020年年度检查。

此次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工
作依托社会组织法人库以网络
形式开展， 主要对社会组织的

法人治理、党组织建设、活动开
展、财务状况等情况进行查验，
重点对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
费、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否秉持
非营利性、 基金会对外投资和
捐赠活动情况进行检查。

此次年检工作首次对社会
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免于提

交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年检结
束后民政厅将按照 6%的比例
抽取社会组织进行“双随机一
公开”检查。 同时，将年检结果
统一在相关媒体或网站向社会
公布， 为政府职能转移和向社
会力量购买服务提供社会组织
名录。 （据民政部网站）

广西柳州：首例社会组织行政处罚听证会举行

3 月 3 日， 柳州市民政局
成功举办了首例社会组织行
政处罚听证会。 此次听证会是
因当事人（柳州市新世纪职业
培训学校）连续两年不参加年
检的行为拟受到行政处罚一
事，提出听证申请。

柳州市新世纪职业培训
学校成立于 2000 年， 作为民
办非企业单位， 该校 2018、
2019 年度连续两年没有按照
规定接受管理机关的年度检

查，拟受到撤销登记的行政处
罚， 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 收到柳州市民政局邮寄送
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
该校对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和
依据持有异议并提出听证申
请，柳州市民政局依法启动听
证程序。

根据听证流程规定 ，首
先，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
违法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及行政处罚建议，并出示相关

调查材料、证据，对当事人提
出的新证据，案件调查人员进
行质证。 之后，由当事人委托
代理人陈述和申辩，提出自己
的辩护意见。 随后，听证双方
就有争议的证据、定性等问题
展开紧张辩论。 经过几轮激烈
辩论后，争议焦点明朗。 在案
件调查人员、当事人委托代理
人分别作了最后陈述意见并
核对听证笔录签字。

（据柳州市民政局）

沈阳民政部门
开展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

京津冀社工协(促进）会相关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了“京津冀社工
关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