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乡村振兴，既是社会组织的重要责任，又是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
务行业的重要体现，更是社会组织实干成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广阔舞台。

近日，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通知肯定了广大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为社会组织深入参与乡村振兴
指明了方向，同时提供了系统性保障和支持。

在残疾人合唱团《我和我的
祖国》的深情歌声中，8 位中国残
疾人运动员和为残疾人事业作
出贡献的人士代表，护卫着五星
红旗来到体育场升旗区。 20 时
08 分，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4 个憨态可掬的北京冬残奥
会吉祥物“雪容融”滑入场地中央，
运动员入场式开始。 来自世界各
地的冬残奥运动员代表们精神抖
擞地进入体育场。 现场观众用热
情的掌声和欢呼声， 向他们表示
欢迎和敬意。 本届冬残奥会共有
来自 46 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团
参加。未来 9天里，近 600名残疾
人运动员将参加 6个大项的比赛。

伴着《歌唱祖国》的旋律，东
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 残奥
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运动员郭
雨洁、残奥冰球运动员汪之栋持
鲜艳的五星红旗，行进在队伍最
前列。 本届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
共 217 人， 其中运动员 96 人，将
参加全部 6 个大项、73 个小项的
角逐。 这是我国参加冬残奥会以
来，代表团规模最大、运动员人

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
运动员入场完毕，大屏幕播

放国际残奥委会短片《我们这
15%》，展现了残疾人充满自信和
活力的风采，呼吁进一步提高对
全球 12 亿残疾人的关注度、包
容性和无障碍水平。

随后，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
致辞。 他说，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
动和中国政府坚强领导下，我们践
行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
念， 与国际残奥委会等方面通力
合作， 精心做好北京冬残奥会筹
办工作，确保“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 期待残奥健儿的精彩表现，
让我们享受残奥运动带来的竞技
之美、精神之美、生命之美。 相信
北京冬残奥会将向世界传递信心、
友爱与希望，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愿望。让我们携手一起
向未来，谱写残奥运动新篇章。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
致辞。 他表示，北京冬残奥会场
馆设施独具匠心，赛事保障严密
细致，疫情防控安全高效，中国
人民热情好客，为不同国家（地
区）运动员搭建了充分展示残奥

运动魅力的舞台。 中方鼓励和调
动残疾人参与冬季运动的工作
成就斐然。

21 时 02 分， 开幕式迎来激
动人心的一刻。 国家主席习近平
宣布：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开
幕！ 顿时，雪花造型的紫色焰火
绽放夜空，将奥林匹克公园装点
得格外美丽。

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共同演
绎了残健共融的温情时刻。 8名旗
手手持国际残奥委会会旗入场。他
们是：中国女子轮椅篮球国家队教
练陈琦、盲人门球国际级裁判郝国
华、 残奥会羽毛球金牌获得者刘
禹彤、 残奥会投掷项目金牌获得
者姚娟、 残奥会游泳金牌获得者
张丽、 残奥会轮椅击剑金牌获得
者孙刚、 残奥会乒乓球金牌获得
者薛娟、 残奥会轮椅击剑金牌获
得者李豪。 由视力残疾学生组成
的管乐团奏响国际残奥委会会
歌。国际残奥委会会旗徐徐升起，
同五星红旗一道高高飘扬。

随后，中国残奥高山滑雪运动
员张梦秋、轮椅冰壶运动员陈建新
代表全体参赛运动员，中国残奥冰

球项目裁判张立恒代表全体裁判
员，中国轮椅冰壶教练岳清爽代表
全体教练员及官员分别宣誓。

大屏幕上，名为《绽放》的短
片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目光。 几名
可爱的盲童，绘制出一幅灿烂的
笑脸图画。 场地中央，展现着斑
斓绚丽的色彩，这是盲童们用心
中的光芒绘就的美好画面。 伴着
《冬残奥圆舞曲》的旋律，一群听
障舞蹈演员在手语老师的引导
下， 与健全人舞蹈演员默契配
合，翩翩起舞，展现着人与人之
间的友爱、生命的活力与潜能。

21 时 23 分， 北京冬残奥会
火炬进入会场。 北京冬残奥会火
种由采集自残奥运动发源地英
国曼德维尔和北京、延庆、张家
口三个赛区的共 9 处火种汇集
而成。 3 月 2 日至 4 日，冬残奥会
火炬传递在北京、延庆、张家口
三个赛区进行。 国家体育场内，
平昌冬残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坐
姿组选手刘思彤、里约残奥会和
东京残奥会 5 枚田径金牌获得
者文晓燕、东京残奥会 2 枚游泳
金牌获得者马佳、东京残奥会轮

椅篮球亚军获得者张雪梅、里约
残奥会和东京残奥会 4 枚田径
金牌获得者刘翠青、连续三届残
奥会射击金牌获得者董超、连续
三届残奥会坐式排球奖牌获得
者唐雪梅等 7 名火炬手将冬残
奥会火炬棒棒相传， 接力前行，
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万众瞩目中，最后一棒火炬
手———雅典残奥会和北京残奥
会获得跳远、三级跳远冠军并打
破世界纪录的李端将手中的火
炬嵌入“大雪花”造型的主火炬
塔中央。 北京冬残奥会沿用了北
京冬奥会的主火炬设计方式，再
次体现了绿色环保理念。

绚丽的焰火腾空而起， 点燃
了人们心中的激情，体育场内一
片欢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
委委员出席开幕式。

国际残奥委会负责人等出
席开幕式。 （据新华社）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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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推动“五社联动”，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

一、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通知提出，在中央设立的五
年过渡期内，民政部门要从工作
机制、发展规划、政策举措、服务
对象、考核机制等方面，保持支
持、激励、规范社会组织参与帮
扶政策总体稳定，聚焦全面加强
巩固拓展社会组织领域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引导社会组织在促进脱贫人口
稳定就业， 加大技能培训力度，
发展壮大脱贫产业，加强农村低
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努力增强脱贫地区的
自我发展能力。

乡村振兴部门一方面要坚持
有序调整、平稳过渡原则，将社会
组织参与帮扶纳入乡村振兴工作
统筹谋划、一体部署；另一方面，
也要注重从实际出发， 根据形势
任务变化和社会组织参与特点，
出台、优化服务保障举措，进一步
鼓励、 支持社会组织参与防止返
贫监测和帮扶， 加大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帮扶工作力度。

民政部门、 乡村振兴部门要
精准对接脱贫地区人民群众帮扶
需求， 推动社会组织工作重心从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逐步向助力
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转变，接

续引导社会组织从集中资源支持
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二、深入开展社会组织助力
乡村振兴专项行动

地方各级乡村振兴部门要
会同同级民政部门，围绕产业发
展、人才培育、特殊群体关爱、乡
村治理等领域重点任务落实，深
入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结对帮扶行动、打造社会组织
助力乡村振兴公益品牌行动和
社会组织乡村行活动。

以开展专项行动为载体，进一
步整合社会资源、挖掘社会组织潜
力，形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
共同意愿与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
动，启动一批社会组织帮扶合作重
点项目，打造一批社会组织助力乡
村振兴服务的特色品牌，推广一批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和对口帮
扶的典型案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示范带动作用。

三、加快建设社会组织参与
乡村振兴对接平台

省级民政部门要会同同级乡
村振兴部门利用政务服务网，建
设集中统一、 开放共享的社会组
织参与乡村振兴互联网服务平
台。要通过统一平台，及时发布本
省和帮扶地区乡村振兴规划、政
策、项目等信息，提高社会组织参

与乡村振兴供需对接成功率。
省级民政部门会同同级乡

村振兴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在强化网络安全保障的
基础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平台
建设、加强共享合作，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提高平台服务的可及
性和便利性。 要通过定期组织项
目对接会、公益博览会、现场考
察调研、 慈善展览会等多种形
式，促成社会组织乡村振兴资源
供给与帮扶地区需求精准、有效
对接。

四、认真做好社会组织参与
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

民政部门、乡村振兴部门要
加大投入力度，建设社会组织参
与乡村振兴的项目库，推动帮扶
工作靶向化、精准化、智能化发
展。 县级乡村振兴部门要坚持需
求导向，组织本地社会组织重点
面向现行政策保障不到位的困
难群众和地方，加强摸底、走访、
调研、筛选，通过“问需于民”“问
计于社会组织”等方式，建成便
于社会组织参与、聚焦困难群众
关切、“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
需求项目库。

民政部门要不断优化社会组
织项目资源供给， 通过加大宣传
动员、举办展览展示、组织公益创
投大赛、开展实地考察等方式，组

织本地社会组织提出项目方案，
建立健全易于困难群众“点单”、
便于本地社会组织“接单”，多层
次、多领域、有重点的社会组织参
与乡村振兴供给项目库。

省级民政部门、 乡村振兴部
门要统筹好本省社会组织参与乡
村振兴项目库建设和共享推送工
作，推动资源、项目、人才向基层
倾斜、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
群众倾斜。 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
将区块链技术与精准帮扶数据相
结合，通过“区块链+帮扶”方式助
推精准帮扶优化升级。

五、大力培育发展服务乡村
振兴的社会组织

民政部门支持以服务乡村振
兴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依法登记，
发挥社会组织在产业振兴、 科技
助农、文化体育、环保生态、卫生
健康、社会治理、民生保障方面的
积极作用。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
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推动有
关部门和地区将政策、资金、人才
等各项资源更多用于农村社会组
织发展。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和返乡创业农民工等依法领办
创办农村社区社会组织， 参与乡
村治理体系建设。

六、着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
帮扶合作机制

乡村振兴部门要会同民政
部门完善帮扶合作机制。 引导全
国性社会组织、省级社会组织集
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积
极支持各中央单位，引导相关领
域全国性社会组织开展定点帮
扶和援疆援藏。 搭建东西部协作
交流平台，支持具有较大辐射力
和影响力的东部地区社会组织
参与定点帮扶、对口支援。 鼓励、
支持社会组织重点参与所在地
的乡村振兴。

七、持续优化社会组织参与
乡村振兴支持体系

民政部门要会同乡村振兴部
门推动“五社联动”，创新社会组
织与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
者、社会慈善资源联动机制。

要注重帮扶地区社会组织
能力建设，动员枢纽型社会组织
通过强化业务培训、引导参加相
关职业资格考试等措施，着力培
养一批项目意识强、 专业水平
高、热心乡村振兴事业的基层社
会组织领军人才，确保帮扶项目
用得上、留得住、出成效。

要坚持系统谋划，推动不同
层级、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社
会组织精准发力、 协调配合，在
帮扶行动中实现信息共享、资源
互动、功能互补。

要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支持
服务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发展，
支持有意愿、 有能力的企业、个
人和其他组织在社会组织中设
立乡村振兴专项基金。

要大力表彰在乡村振兴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 通过表
扬通报、典型选树、案例宣传等方
式， 提高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
的积极性。要在社会组织评估、评
优等工作中增设社会组织参与乡
村振兴指标，加大有关分值比重，
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 激发社会
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活力。

通知强调，各级民政部门和乡
村振兴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将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纳入重要
议事日程。 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加
强组织领导，推进部门协同，优化
政策保障等方式，推动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乡村振兴。 省级民政部门、
乡村振兴部门要定期向民政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遇到的困难问题和好的经验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