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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启动
将宣传一批科学教子家庭典型

通知强调，5 月 9 日至 15
日宣传周期间，各地要大力宣
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大
力普及家庭教育促进法，积极
回应家长育儿困惑，传播科学
家庭教育知识、 理念和方法，
引导广大家长切实承担家庭
教育主体责任，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
助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为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凝聚家庭力量、营
造良好氛围。

通知要求， 各地要聚焦家
庭教育促进法落地见效， 通过
组织开发一批家庭教育“应知
应会”宣传语、电子海报、折页
等宣传产品， 开设一批家庭教
育宣传周专题专栏， 刊发一批
专家署名文章和解读视频，宣

传一批科学教子家庭典型，推
动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喻户晓，
引导家长把法律规定转化为自
觉行动； 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开展家庭教育精品课
程进万家活动， 举办家庭学校
社会协同育人论坛讲座、 家教
家风主题展览、 家庭教育公开
课等，充分发挥中小学、幼儿园
以及各类家长学校作用， 宣讲

“双减”政策和措施成效，线上
线下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引导家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聚焦关爱帮扶特殊困难群
体，重点关注流动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 涉案失管未成年人家
庭等， 用心关爱抗疫医护人员
家庭、居家抗疫家庭，通过开通
热线、一对一帮扶等多种形式，
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为家长育儿释疑解惑、排
忧解难。

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规定，每年 5 月 15 日
国际家庭日所在周为全国家庭
教育宣传周。 据悉，全国妇联、
教育部 9 日将举办全国家庭教

育宣传周线上主题活动，在“学
习强国” 同步推出家庭教育促
进法专项答题。

（据人民网）

《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
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
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
马拉喀什条约》5 月 5 日对我
国生效， 我国是该条约第 85
个缔约方。

为了在国际立法层面消
除阅读障碍者获取作品的版
权障碍，2013 年 6 月，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在摩洛哥马拉喀
什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该
条约，我国是条约首批签署方
之一。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
部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该条
约旨在为阅读障碍者提供获
得和利用作品的机会，从而保
障其平等获取文化和教育的
权利。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保障
视力残疾人等阅读障碍者平
等欣赏作品和接受教育的权
利。 1991 年 6 月 1 日施行的
著作权法规定，将已经发表的
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可以不经
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
酬。 2020 年 11 月 11 日，著作
权法完成第三次修改， 并于

2021 年 6 月 1 日施行， 其中
将合理使用情形扩展到“以阅
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
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
品”。2021 年 10 月 23 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批准马拉喀什条
约的决定。 2022 年 2 月 5 日，
我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交
存了马拉喀什条约批准书。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有视力
残疾人约 1732 万， 存在阅读
障碍者的数量可能会更多。

国家版权局负责人表示，
马拉喀什条约对我国生效后，
将极大丰富我国阅读障碍者
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其受教
育程度，加深海外华人阅读障
碍者与国内的联系，推动我国
优秀作品海外传播，进一步提
升我国在国际版权领域的话
语权和影响力，展现我国大力
发展残疾人事业、充分尊重人
权的国际形象。

（据新华社 ）

马拉喀什条约对我国生效
惠及千万阅读障碍者

近日， 北京市召开
2022 年全市社会组织专项
整治工作部署会，深入贯彻
落实民政部 2022 年社会组
织各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印
发《2022 年北京市社会组
织领域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 全面动员和系统部署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
专项整治行动、社会服务机
构非营利监管专项行动,继
续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
专项整治、规范行业协会商
会收费管理、打击整治非法
社会组织，开展防范化解社
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等六大专项工作，促进首都
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北
京市委社工委委员、市民政
局副局长赵学刚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近年来北京
市社团分支（代表）数量快
速增长，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乱象也逐渐增多，违背了
社会组织非营利属性和服

务宗旨， 必须下大力气整
治。就社会服务机构非营利
监管专项行动而言，非营利
性是社会组织基本特征，开
展非营利监管是履行社会
组织监管职责的重要内容。
开展专项行动目的是为社
会组织强身健体，实现高质
量发展。

会议指出，要持续开展
“僵尸型” 社会组织专项整
治、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管理、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和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
域重大风险隐患等专项工
作。除了继续按照往年的工
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开展外，
要更加突出组织领导，加强
各类风险研判，完善应急预
案，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稳妥有序整治。

会议要求，市区两级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要高
度重视此次系列专项整治
行动。 一是要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以高度责任感和强

烈紧迫感扎实推动专项整
治行动深入开展。二是要加
强组织领导。市区两级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要把系
列专项整治行动作为今年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三是要加强
风险防范。市区两级登记管
理机关要在登记时落实告
知承诺制度。 同时，结合年
检（年报）、等级评估、投诉
举报、 执法监督等工作，系
统梳理本领域可能存在的
重大风险隐患，完善防范化
解应急预案。四是要做好节
前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
作。引导社会组织加强内部
管理，支持社会组织有序参
与疫情防控。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
民政局社会组织相关单位
和部门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
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相关负
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据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召开 2022年全市社会
组织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

2022 年 5 月 15 日国际家庭日所在周为首个
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 全国妇联、教育部

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 5 月 9 日至 15 日宣传周
期间，以‘送法进万家 家教伴成长’为主题，面向广大家
庭广泛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展示和主题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