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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跨省协同执法依法查处非法社会组织

动态

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为亲情““““““““““““““““““““““““““““““““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

News
２０21．4.27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段理

04 新闻

带“小候鸟”们工地探亲

“我都快忘了妈妈的样子。 ”
9 岁的王可欣扎着小辫儿站在台
上，一句话让现场不少工友湿了
眼眶。

这是发生在“百场宣讲进工
地”活动的一幕。 已经大半年没
见到父母的王可欣，假期终于与
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父母团聚。

王可欣的故事并不是个例。
很长时间以来， 许多父母为了能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选择外出务
工，把孩子留在老家。千山万水的
阻隔让本应最熟悉的亲人渐渐陌
生。 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的建筑
工地，留守儿童的问题尤其严重。

父母没时间回家探望，就让
孩子们去找父母。

“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特
意设计了“小候鸟进工地”“反探
亲”“务工人员子女夏令营”等内
容，为亲情交流提供机会。 在建
筑工地，孩子们参观了父母工作
的地方、与父母吃顿饭、说会儿
话、再一起做个小游戏……温暖
就在这简简单单的陪伴中延伸。

“工友是建筑工地的参与者、
贡献者，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远离
子女，无法照顾家庭。 ”中建八局
西南公司拉萨贡嘎机场航站区改
扩建工程项目经理、“百场宣讲进
工地”活动“最美志愿者”孙燕说，
通过邀请工友的孩子进工地，既
可以让孩子们体会到父母的不
易，也可以增进亲子交流。

2020 年 12 月 5 日，在“百场
宣讲进工地”总第 300 场、中建二
局三公司国家体育馆改造项目
活动现场，8 名成长为大学生的
留守儿童代表分享了自己参与
活动收获爱心帮扶励志成才的
经历和感悟。“离开家乡来工地
看看，参与我们精心给孩子准备
的活动，对他们也是一个不可多
得的体验。 ”中建七局一公司员
工、“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最
美志愿者”石亚荣说。

补课传授陪伴技巧

中建五局三公司砌筑工工长
谭大一直有个烦心事：7岁的孩子
总是不愿意和他亲近。原来，这些
年，谭大常年在外地项目工作，只
有过年的几天才会回家陪伴孩
子。 每次一回家，看到孩子调皮，
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谭大就
扮起“严父”的模样。

“我为了这个家，这么多年
在外地辛苦工作。 孩子怎么就不
理解我呢？ ”一想起孩子躲闪的

目光，谭大心里很不是滋味。
2018 年 7 月，“百场宣讲进

工地”活动走进湖南长沙综合管
廊项目。 宣讲志愿者向包括谭大
在内的工友们讲起了亲子相处
之道。“不能只知道买玩具，更要
叮嘱孩子安全使用玩具”“不能
只用权威管教孩子，还要以朋友
的身份多沟通”……谭大把这些
建议记在心里。

活动结束后，谭大开始学着
改变：下班后给家里打个视频电
话，和孩子聊聊学习情况，有时
间就多回家陪伴孩子。 几年来，
亲子关系明显好转。

不只是谭大，中建一局一公
司江苏分公司项目务工人员李
小强、何菊华夫妇通过参加“百
场宣讲进工地”活动，学习掌握
了家庭教育、亲情沟通等知识和
技巧，与孩子交流更顺畅了。

父母也往往是第一次当父母。
他们也需要学习怎样给孩子一个
安全、健康、快乐的童年。 据介绍，
至今已有著名青少年教育专家陆
士桢、 著名安全教育专家王大伟
等国内知名专家参加了“百场宣
讲进工地”活动，同时中建集团培
养组建了全国首支关爱保护农村
留守儿童志愿者宣讲团队，为工友
带来政策法规、家庭美德、亲情沟
通、安全知识等专题培训。

倡议履行监护责任

“我倡议，我们要切实履行家
庭监护主体责任， 加强和孩子的
亲情沟通，给予孩子亲情关爱。 ”
在甘肃省妇女儿童医疗综合体项
目“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现场，
10余位农民工代表上台向更多的
留守儿童父母发出倡议并承诺：
做好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听完宣讲和倡议，务工人员
张雨棚深受感动。 几天前，他把
刚满一岁的孩子送给爷爷奶奶
照顾。“不能让孩子长时间离开
父母。 ”张雨棚表示，他打算把孩
子从老家接过来，就近照顾。

除了号召父母切实担负起
监护职责，中建集团还尽力为留
守儿童提供各项帮助。 云南艾田
中学陈贵松等 11 位留守儿童正
是得到了中建交通云南项目部
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求学。

“2021 年，中建集团将紧密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开
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关爱务工人员子女、农村
留守儿童，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
和问题。 ”中建集团党组副书记、
董事、工会主席张兆祥表示。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
校，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增
强家长的监护责任，才能实现留
守儿童问题的‘源头治理’。 ”民

政部儿童福利司相关负责同志
表示，民政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健
全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和困境儿童保障体系，促进“政

府、家庭、学校、社会”四位一体
关爱保护格局的形成，帮助留守
儿童托举起更美好的明天。

（据新华社）

4月 19日，根据民政部等 2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铲除非法社
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
态空间的通知》要求，北京市民政
局联合重庆市民政局跨省协同执
法，依法查处非法社会组织“全国
高等学校国防教育联盟”。

经查，“全国高等学校国防
教育联盟” 未经登记擅自以社
会组织名义开展培训、 研讨会
等活动， 北京市民政局在案件
办理过程中发现其将于 2021
年 4 月 11 日在重庆邮电大学

举办研讨会， 即向重庆市民政
局发出《协助调查函》，重庆市
民政局依法对其现场活动进行
了监督检查。

经过调查询问、现场检查、
调取资料凭证等多方取证，北
京市民政局认定“全国高等学
校国防教育联盟” 为非法社会
组织，4 月 22 日，对其送达取缔
决定书，收缴相关宣传物品，并
责令其停止非法活动。

下一步， 北京市民政局将
继续加强部门间横向联动，部

门内上下协同，形成执法合力，
确保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
作落到实处， 为铲除非法社会
组织滋生土壤尽职尽责。

北京市民政局提醒广大市
民群众， 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
动线索，可拨打 12345 市民热线
或北京市民政局电话 65868811
进行举报。 如发现有人继续以

“全国高等学校国防教育联盟”
名义开展活动的， 请及时向公
安部门举报。

（据北京社会建设和民政）

江西：持续做好社会组织领域工作

截至 2020 年底，江西省登
记注册各类社会组织 2.6 万余
家， 其中社会团体 1.3 万余家、
民办非企业单位 1.3 万余家、基
金会 82 家。 在民政部综合考核
中， 江西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工作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

去年以来， 江西省持续深
化社会组织领域登记管理改
革，对行业协会商会、科技类、
公益慈善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
社会组织实施直接登记。 累计
与行政机关脱钩行业协会商会
2157 家，脱钩率达 100%，江西

成为全国 8 个 100%完成脱钩
的省份之一。 持续打击整治非
法社会组织， 各级民政部门开
展执法检查，清理退出“僵尸组
织”524 家， 作出行政处罚 672
件， 将 205 家社会组织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名单， 累计取缔非
法社会组织 62 家。 各责任单位
把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作为推动“六稳六保”工作重点
任务，对违规涉企收费开展“拉
网式”排查，全年引导鼓励 270
家行业协会商会减免会费，取
消收费项目 54 个，累计减轻企

业负担 1700 万元。
江西省持续实施“百社解

千难”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行
动。 2017年以来，全省社会组织
累计实施扶贫项目 5272 个，投
入资金（含物资折款）26.27 亿
元，动员 200余家社会组织和企
业结对帮扶新疆阿克陶县 29 个
贫困村，捐赠资金 3688万元。在
全国脱贫攻坚表彰会上，江西省
社会组织获 2个全国先进个人、
1个先进集体荣誉，获评总数在
全国社会组织中位居第二。

（据《江西日报》）

山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近日， 山东省民政厅印发
《关于巩固拓展民政领域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实施意见》，明确 9 项重点任
务， 指导各地巩固脱贫攻坚兜
底保障成果， 扎实推进民政领
域政策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文件要求， 要巩固脱贫攻
坚兜底保障成果。 做好社会救
助兜底保障工作， 对脱贫享受
政策人口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通
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人

口，凡符合农村低保、农村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 临时救助条件
的， 及时纳入相应的救助保障
范围， 做到应保尽保、 应救尽
救。 完善以农村留守老年人和
留守儿童为重点的定期探访制
度，强化信息动态管理，提升关
爱服务水平。 加强残疾人服务
保障工作， 开展农村贫困重度
残疾人照护服务试点，实施“齐
鲁福彩助残行动”“福康工程”
助残项目， 进一步提升残疾人
服务保障水平。

文件强调， 要扎实推进民

政领域政策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要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网络，
实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
2021 年全省建设改造敬老院
120 处，2022 年底前每个县（市、
区） 建有一处以特困失能老年
人专业照护为主的县级敬老
院。 要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乡村振兴， 做好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工作， 鼓励各地依托
民政服务机构、 农村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和乡镇（街道） 社工
站，广泛开展志愿服务。

（据民政部网站）

有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末，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 643.6
万名。如何帮助这些‘小候鸟’们幸福快乐地长大，牵动着无

数人的心，更成为民政部门提供特殊公共服务的发力点。
为帮助搭建在外务工的父母和留守儿童之间的亲情桥梁，2018

年以来，民政部会同中建集团，组织开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 3年多来，活动已覆盖全国 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走进 300余个工地，累计参与活动人数 39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