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上半年，民政部主管
社会组织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扛起使命担
当， 立足自身宗旨和业务范围，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在支持乡村
振兴、疫情防控、援疆援藏、为民
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积极贡献
力量。

积极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落实党
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
部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身优
势，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峡集团
公益基金会直接投入帮扶资金
1.89 亿元，实施帮扶项目 68 个，
全面助力产业、 人才、 文化、生
态、组织“五大振兴”。 中国海油
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
会投入资金 1.17 亿元，通过消费
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人才
帮扶等措施扎实巩固对口帮扶
县脱贫成果。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
会助力老乡增收，相关案例被写
入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中国减
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
和未来政策方向》报告。

快速响应各地疫情防控、防
汛救灾需求。 面对疫情全国多地
多点暴发形势和各地汛情、灾
情，部管社会组织向“疫”而行、
闻“汛”而动，凝心聚力以最快的

速度站在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
第一线。 据不完全统计，各部管
社会组织共投入款物约 2.17 亿
元，用于支持抗疫、防汛和救灾，
其中，中华慈善总会投入防疫款
物约 8800 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
慈善基金会捐赠防疫物资约
5120 万元人民币。中华慈善联合
会积极动员会员单位及社会力
量助力上海、西安、河南、香港等
多地疫情防控，快速驰援四川芦
山、宝兴地震救灾工作。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扎实
助力援疆援藏。 发挥自身优势，
聚焦项目精准对接，以实实在在
的行动和扎扎实实的成效为西
藏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困难
群众生活保障作出积极贡献。 不
完全统计，上半年部管社会组织
投入援疆援藏资金 4945 万余
元。 其中，中华慈善总会在援疆
援藏（含四省藏区）工作中投入
款物 1252 余万元； 国家电网公
益基金会捐赠 800 万元在西藏
开展县域水电站维修等项目；东
润公益基金会累计捐赠 320 余
万元在西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等地开展助学助师项目，3590 名
学生、600 名教师收到奖金资助。

聚焦特殊群体全力服务基本
民生保障。立足主责主业，聚焦特
殊群体和群众关切，在扶老护幼、
助残济困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周

大福慈善基金会聚焦偏远地区困
境儿童教育、 残障孤儿照护和困
难家庭帮扶， 先后投入资金 500
余万开展多个公益项目， 资助
3901.62 万元为香港大学深圳医
院构建康复治疗区， 为残障儿童
和伤残人士提供专业的康复治疗
服务。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立足儿童慈善救助主业，在
边疆和西部地区扎实开展亲子心
理援助、 幼师培训、 儿童视力筛
查、防走失宣教等项目，公益活动
覆盖 1万余名儿童。 中社社会工
作发展基金会持续开展“暖心驿
站”公益项目，为困难老人解决生
活困扰、提高生活质量。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助力生
态环境保护。 聚焦自身优势领
域，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为构
建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做出有
益尝试。 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深
入开展“候鸟生命线”和“生命鸟
巢”两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项
目，累计安装人工鸟窝 5018 个，
成功引鸟筑巢 2300 余窝， 孵化
幼鸟 1470 余只，13218 只野生鸟
类被成功救助。 民生通惠公益基
金会投入 5000 余万元发起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公益项
目，开展以生物多样性恢复带动
乡村振兴的生态试点。

（据“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微
信公众号）

胸怀“国之大者”，情系“民之关切”
———民政部主管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四个服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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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召开
社会组织行政执法工作座谈会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在
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社会组织行
政执法工作座谈会， 全国部分
省、市、自治区民政部门的代表
参加会议，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副局长周立主持会议。 会
议总结了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组
织行政执法工作成效， 分析了
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研究
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进一步
推动全国社会组织行政执法工
作深入开展。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级民
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加
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 深入
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清理
整治、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
构专项整治等系列专项行动，
有力震慑了社会组织不法行
为，净化了社会组织发展空间，
有效防范化解了社会组织领域
风险隐患。

会议强调， 当前社会组织
领域安全形势面临诸多新情
况、新问题，各级民政部门要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
力和政治执行力， 进一步梳理
总结社会组织违法违规活动呈
现出的新特点、 新情况、 新问
题， 着力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
生土壤， 全面防范化解社会组
织领域风险隐患， 切实履行好
社会组织执法监管工作职责，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
好社会环境。

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领
导和依法行政相统一，坚持政
治功能和法定职责相统一，加
强主动作为， 不断开创社会
组织执法监管新局面。 要加
大社会组织违法违规案件查
处力度，大力加强执法宣传，
把个案查处的点效应， 扩大
为社会关注的面效应。要强化
体制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社会
组织联合执法机制、资金监管
机制等协调机制，形成部门监
管合力。 要加强理论研究，坚
持问题导向，总结执法工作规
律，查找漏洞短板，不断提升
社会组织执法监管理论和政
策水平。

（据 “中国社会组织动态 ”
微信公众号）

两个《工作指引》根据《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
版）》最新精神，梳理总结今年以
来各地特别是特大城市、大城市
在应对处置新冠肺炎疫情过程
中的社区防控工作实践，充分借
鉴广大基层干部特别是疫情防

控一线社区工作者探索形成的
有效做法， 为广大城乡社区组
织、社区工作者和社区防控志愿
者常态化做好社区防控工作提
供操作指引。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
工作指引》 从坚持统一指挥、

精准防控、 依法防控、 群防群
控等 4 个方面提出了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需要遵
循的总体要求。 指导社区“两
委” 和社区工作者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期间了解掌握社区重点
人员、 重点机构、 重点场所的

基本情况， 提前做好疫情防控
物资储备， 从机制建设、 任务
分工、 人员招募、 预案演练等
方面， 明确常态化防控阶段做
好社区防控准备的各项任务，
指导被划分为高、 中风险区的
社区， 快速实现平急转换，在
疫情防控指挥部门和基层政府
指挥下配合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措施。《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
控工作指引》 以工具包方式汇
总了部分省市探索形成的社区
防控工作流程、 管理工具和操
作示例， 供各地社区防控工作
人员结合实际自行参考选用。
各地社区防控工作人员可登录
“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
理信息系统”下载。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
志愿服务工作指引》 是《新冠
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指引》
的重要补充， 主要供社区“两
委” 使用， 帮助社区进一步提
升动员、组织、使用、管理志愿
者的能力， 更好发挥志愿者在
社区防控中的作用。《新冠肺
炎疫情社区防控志愿服务工作
指引》 主要围绕社区防控志愿
服务的工作原则， 做好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应急准备， 在应急
状态下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防
控的任务、 方法、 流程及保障
等提出了操作性指引， 重点突
出了社区的主体地位、 平急结
合的基本要求和对志愿者的关
心关爱等。 （据民政部官网）

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指引》《新冠肺
炎疫情社区防控志愿服务工作指引》

”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 切实加强社区
防控和服务管理能力建设，近日，民政部、卫生健康委、疾控局联合印
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指引》《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志愿服
务工作指引》（以下简称两个《工作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