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
担，优化营商环境，近日，株

洲市民政局召开社会组织税

务知识及公益活动培训会，

特邀株洲市税务局纳税服务

中心主任杨丹及税务专员朱

芮参加，为社会组织及其会

员单位答疑解惑。株洲市民

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科长易

枝主持会议。

从办理税务登记、领取

和开具票据及发票、减税政

策三大方面授课，详细讲解

了税务登记流程、发票的种

类和领取方式等问题，重点

解读了社会组织较为关注的

税务减免政策和免税资格认

定等知识。

据介绍，2021 年夏季新
冠疫情暴发，株洲社会组织

彰显责任担当，纷纷为抗疫

一线捐款捐物，因此，很多

社会组织向我们咨询公益

事业捐赠税务问题。此次培

训一方面是解答社会组织

关于报税免税等问题的疑

惑，宣传非营利性组织的税

务减免政策，切实减轻社会

组织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是

为了提升社会组织税务管

理水平，规范社会组织纳税

行为。

株洲市民政局与市税

务局将持续加强联动，凝聚

合作共识，建立多部门协作

机制，长期对社会组织及其

会员单位企业开展专题活

动，努力为优化营商环境创

造高效便捷的服务。

（据红网）

四川：
出台文件推动志愿服务制度
化常态化

学生志愿服务时长纳

入“第二课堂”成绩单、符合

条件的星级青年志愿者纳

入守信联合激励对象、各级

政府将青年志愿服务事业

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年

度预算……近日，四川省发

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青年志

愿服务改革 推动志愿服务

制度化常态化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推出了一

系列面向青年志愿者的“福

利”以及支持青年志愿服务

工作的政策“礼包”。

《通知》由共青团四川

省委、中共四川省委组织

部、四川省文明办、发改委、

教育厅、民政厅、财政厅、人

社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

旅游厅、中国人民银行成都

分行联合发布，围绕成长激

励、校园激励、公共服务激

励、信用激励、财政保障、平

台支撑、项目培育 7 个方
面，推出了诸多政策。

《通知》提出，要把志愿

服务情况作为干部选任及评

优评先等的重要参考。参评

共青团系统“五四奖章”“两

红两优”“优秀青年志愿者”

的人选，上年度参与志愿服

务时长不少于 20小时。
对于在校大学生，《通

知》指出，学生党员、团员全

年志愿服务时长不得低于

15 小时。将青年大学生年
度志愿服务时长 20 小时以
上，作为申领综合素质 A 级
证书、评优评先、推优入团

的必要条件。将学生志愿服

务时长作为综合素质评价

的重要指标，纳入“第二课

堂”成绩单、装入学生学籍

档案等。

在信用激励方面，《通

知》提出，要推进青年志愿

服务激励与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推动各级认定部门

（单位）将符合条件的星级

青年志愿者纳入“信用体系

红名单”，鼓励银行业金融

机构、融资担保机构、平台

公司等为星级青年志愿者

在办理相关业务时提供相

应的便利。

《通知》还要求各级政

府将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工

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年度

预算，保障青年志愿服务工

作正常开展。支持各地优化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加大对

志愿服务的支持力度。

近年来，四川不断深化

青年志愿服务改革，推动志

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2019
年，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志愿服

务制度化常态化的通知》，

四川省 6 厅局发布了《四川
青年志愿服务制度改革试

点方案》。

团四川省委书记张荣

说，此次发布的《通知》旨在

进一步促进各项激励政策

落地落实，切实发挥志愿服

务的实践育人作用，也是党

史学习教育为青年群众办

实事的具体举措。

（据 《中国青年报 》）

湖南：
株洲市民政局召开社会组织
税务知识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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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奉新：

搭建“四台”打通养老服务
“最后一公里”

砌好农村
互助养老的“灶台”

积极引导各地充分整合闲

置旧村部、学校和祠堂等资源，

在村集体经济相对较好、人口较

为集中、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创

办“党建+乐龄中心（幸福食
堂）”。县财政对县级示范点一次

性拨付 5 万元和 2 万元的启动
资金，并每月向营运点拨付 2000
元。同时，引导各地采取乡村给

一点、有识之士捐一点、老人自

己出一点的“三个一点”办法筹

措资金，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费用

问题。每个“乐龄中心”实行统一

标识名称、统一运行模式、统一

管理制度，规定 65周岁以上老
人均可就餐，原则上每人每月缴

纳 300 元伙食费，账目一月一
结，张榜公布，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目前，奉新县共创办“乐龄中

心”102个，覆盖全县 75%以上的
行政村，有效解决了孤寡、留守

老人的吃饭、活动等养老难题。

建强特困老人
集中供养的“平台”

奉新县先后投资 3000余万
元新建了 6所敬老院，投资 500
多万元对 7 所敬老院进行改扩
建。同时，向上争取资金及自筹

资金 200万元，将县福利院改造
为全县特困失能老人集中照料

中心。2021 年，投资 1500 万元
对全县 14 所敬老院进行消防
设施改造，预计年底前完成。此

外，还对 2 所敬老院按示范标
准进行打造，在消防改造、院内

绿化、敬老文化、卫生保健、房

间布置、无障碍改造、服务质

量、院民素质等软硬件建设上

下功夫，力争建成全县样板敬

老院。通过软硬件建设，全县 17
所敬老院的设施功能齐全、服

务质量高效，特困老人可以在

这里幸福地安度晚年。

筑牢社区
养老服务的“阳台”

去年 6 月，奉新县政府将
720平方米的县城安置房一层商
铺移交给县民政局，作为社区嵌

入式养老服务场所，可设立床位

30张，容纳 50个以上老人活动，
如今，该项目已装修完成，即将

投入使用。目前，在县城的社区

先后创办了 4 个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每个中心由政府安排 3—4
名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每天活

动老人在 50人以上，县民政局
每年安排 2 万元以上资金用于
养老服务中心运营。同时规定，

开发商在新建小区时必须预留

社区办公用房（含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其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面积在 150平方米以上，有效解
决了社区养老场所问题。2021
年，正在推进 5个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和 4 个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中心建设。

搭大社会化
养老服务的“舞台”

奉新县广泛宣传养老服务

各项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投

资发展民办养老事业。2020 年
10月，奉新县利用县福利院老年
康复护理楼，引进了江西乐晚晴

养老管理有限公司创办奉新县

乐晚晴养老服务中心。该中心建

筑面积 5700平方米，可设立床
位 200张，其中护理型床位 80
张，已于今年 4月开始营业。到
目前为止，全县共有干洲镇幸福

托老院、君安养老院、上富镇夕

阳红养老院、干洲镇康馨养老

院、赤岸镇怡心苑养老院等 6所
民办养老机构，共设立床位 596
张，其中护理型床位 220张，现
入住老人 166人，有护理员 39
人。这些民办养老机构的创办，

大大满足了社会化老人的养老

需求，提升了老人的获得感、幸

福感。

（据《中国民政》杂志）

重庆：
体育总会开展全市体育社会组织调研工作

� � 9 月 9 日，重庆市体育总
会秘书处邀请重庆市钓鱼协

会、市跆拳道协会、市轮滑协

会、市户外徒步运动协会、市电

子竞技协会等 5 家协会负责人
在市社体中心会议室召开调研

座谈会。

会上，与会的 5家协会负责
人分别就协会现状、内部管理、

党建工作、人员构成、运行发

展、赛事活动等方面进行交流

发言，畅谈政策调整变化对协

会的影响，分析当前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困难，并对脱钩改革

后协会监管、政府购买服务、协

会如何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等方

面提出了意见建议。与会人员

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表示

将全面收集整理各协会反映的

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报告，提交

市体育局和市体育总会作为决

策参考。

本次调研座谈会的召开标

志着全市体育社会组织调研工

作正式启动。重庆市体育总会秘

书处计划用 2个月时间，对全市
各区县体育总会和 58家市级单
项体育协会通过采取召开调研

座谈会、现场走访、填报表格等

方式进行调研，重点了解和掌

握全市各区县总会和市级体育

协会发展现状、工作经验和面

临的发展瓶颈等问题，为推动

全市体育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

（据重庆市体育局）

� � 江西省奉新县委、县
政府立足为群众

办实事，把养老服务改革作
为一项民生实事来抓，通过
搭建农村互助养老、特困供
养 、社区养老 、社会化养老
“四台”，着力打通养老服务
“最后一公里”，精准回应全
县老人的养老需求，让老年
人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的
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