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鲁木齐市 SOS 儿童村的小朋友收到了爱心礼物（资料图片）

民政部继 2010 年组织 19 省
市民政系统对口支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民政事业后 ，2011 年 12
月 15 日， 又一重大行动———“爱
心洒天山———全国性基金会、社
会团体联合援疆行动”启动。

民政部副部长姜力表示，民
政部将总结研究这次联合行动
的实践经验，建立对社会组织公
益性活动进行有效引导的长效
机制 ，定期发布社会救助 、社会
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服务的需

求信息，以便于社会组织自由选
择和确定项目，政府资金给予配
套资金资助，并进行社会效益评
估， 纳入国家统计和激励机制，
完善政策支持。

中国志愿者服务基金会、中
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中国光
彩事业基金会等 30 家全国性基
金会 、 社会团体参加了启动仪
式。 其中有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 神华公益基金会等 16 家全
国性基金会、社会团体与新疆对

口承接单位就 17 个援助项目在
启动仪式现场签约，项目金额总
计 7230.5 万元。

另据了解，我国不断壮大的
社会组织目前已成为援疆的一
支重要力量。 截至 2011 年底，参
加上述活动启动仪式的 30 家全
国性基金会、社会团体按照新疆
的具体要求， 发挥各自优势，对
新疆的支援合计已超过 4 亿元
人民币，涉及养老、医疗卫生、流
浪儿救助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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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 北京市民政局
网站转发《关于印发〈社会组
织举办研讨会论坛活动管理
办法〉的通知》，今后社会组织
举办研讨会、 论坛等活动，不
得以挂名方式参与合作或者
收取费用。

据介绍，全国清理和规范庆
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
组和民政部日前制定了《社会组
织举办研讨会论坛活动管理办
法》。 北京市民政局转发该文件，
并将在全市推行。

办法首次明确，参与合作的
社会组织要切实履行职责，对活
动全过程和重要环节要予以把
关，不得以挂名方式参与合作或
者收取费用。 社会组织所举办的
研讨会、论坛活动，是指各类业
务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在举办

时，应将活动名称、预期目标、内
容、规模、参与范围、时间、地点、
经费来源等，上报业务主管部门
备案。 在经费来源方面，对实际
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应如实进
行会计核算，全部收支纳入单位
法定账册。

按照要求，社会组织举办的
论坛、研讨会的主题和内容不得
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不得
强制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参加、收
取相关费用，或是进行与收费挂
钩的品牌推介、成果发布、论文
发表等活动。 同时，在举办论坛、
研讨会时，不得借机变相公款消
费、旅游，不得发放礼金、礼品、
昂贵纪念品和各种有价证券、支
付凭证。

据了解，今后，社会组织的
登记管理机关将把研讨会、论坛

活动情况纳入社会组织年度检
查的内容，社会组织在接受年度
检查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报
告上一年度举办研讨会、论坛活
动的情况，并接受审计机构的审
计。

登记管理机关将通过群众
举报、 抽查审计等手段加强对
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 论坛活
动的监管， 一旦发现有违法违
规情形， 对推动工作失去实际
意义或者造成社会负面影响、
群众反映强烈的， 登记管理机
关视情节依法予以警告、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撤换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限期停止活
动、撤销登记等行政处罚。 构成
犯罪的， 还将依法移交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据《京华时报》）

商务部转发《社会组织举办研
讨会论坛活动管理办法》
要求相关组织遵照执行

5 月中旬， 商务部办公厅转
发了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
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和民
政部制定的《社会组织举办研讨
会论坛活动管理办法》， 要求各
商会、协会、学会遵照执行。

《办法 》共 17 条 ，从健全管
理制度 、加强经费管理 、规范活
动主题和内容、加强监督检查以
及责任追究等方面对社团组织
举办研讨会论坛活动作出明确
规定。

《办法》明确：社会组织举办
研讨会 、论坛活动 ，不得利用党

政机关名义举办或与党政机关
联合举办；不得强制其他组织或
者个人参加；不得强行收取相关
费用； 不得借机变相公款消费 、
旅游，不得发放礼金、礼品、昂贵
纪念品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
证；社会组织不得邀请党政领导
干部出席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论
坛 、研讨会活动 ，不得对党政领
导干部的出席情况进行虚假宣
传 ；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 、论坛
活动， 应当接受登记管理机关 、
业务主管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和
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在年度工
作报告中作为重大业务活动事
项报告。

此外 ，国土资源部 、国家林
业局等部门也转发了 《关于印
发<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论坛活
动管理办法>的通知》。

北京社会组织禁止以挂名方式参与论坛收费
违规者将被撤销登记

2012年 6月 5日， 中国移动
“爱心洒天山”公益慈善捐助项目启
动会在乌鲁木齐市银都酒店会议
厅举行。 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向乌
鲁木齐市民政局、乌鲁木齐市慈善
总会捐助人民币 275万元，用于援
建当地多个助老助学项目。

启动仪式上，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发展战略部副总经理
袁京平代表中国移动慈善基金
会向乌鲁木齐市民政局局长陈
红瑛转交了捐赠支票，中国移动
慈善基金会捐建中国移动老年
网校、中国移动爱心电子阅览室
项目正式启动。

该项目是民政部“爱心洒天
山” 援疆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移动落实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精神的专项行动。该项
目捐助款项将全部用于乌鲁木
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
区）头屯河街道柯坪路北社区老
人日间照料中心的装修建设、
SOS 儿童村多媒体阅览室及乌
鲁木齐市第二十三中学、乌鲁木
齐县庙尔沟中学、乌鲁木齐县托
里中心学校、达坂城区阿克苏中

学等 4 个边远少数民族中学的
电子阅览室的建设。 项目建成
后， 将惠及乌鲁木齐市 9000 余
名 60 岁以上老人和 3809 名边
远学校的学生。

该项目是中国移动慈善基

金会在新疆开展的第一个公益
慈善项目。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
自 2009 年 7 月在民政部登记成
立以来，致力于支持和开展公益
慈善事业， 推动和谐社会构建，
促进可持续发展。

记者 6 月 5 日从珠海市民
政局了解到，珠海市《关于政府
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了
4 类政府职能可向社会组织转
移，并规定可承接政府职能的社
会组织需具备哪些条件等。 该
《意见》目前已提交市政府审议。

根据《意见》，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保
密事项以及司法审判、 行政决
策等事项外， 政府可依法将行
业管理与协调、 社会微观事务
与管理、 技术和市场服务等职

能转移给具有资质条件的社会
组织。《意见》把可转移的政府
职能细分成 4 个类别， 分别为
公共服务类项目、行业类项目、
社会事务类项目和技术服务类
项目。 其中，每个类别下又细分
出若干细项。

据悉， 从 2010 年至今，该
市政府部门与 30 个社会组织
签订了政府职能转移协议，将
88 项政府职能转移给社会组
织。《意见》出台后，政府职能转
移将常态化。

（据《珠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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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杭州市北山街道
曲院社区成立“曲院·北旅爱心
基金会”，这是杭州市首个由社
区发起成立的爱心基金会。 先
期将由杭州北山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出资五万元， 主要用于帮
助解决一部分困难家庭的医疗
费用。

据了解， 目前基金会暂时
针对曲院社区范围内持有效期
内《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

《杭州市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
证》的低保困难家庭和街道级、
社区级困难家庭进行救助。 基
金会将在前期为困难家庭成员
全额垫付入院后所产生的医疗
费用， 困难家庭只需在出院后
经二次医疗救助结束将基金会
垫付的医疗费用返回基金会即
可， 以确保基金会的资金循环
运用于有需要的四级救助圈人
群。 （据《每日商报》）

浙江杭州
成立首个社区爱心基金会

湖北襄阳
注销和撤销一批社团组织

今年以来， 襄阳市认真开
展了全市清理和规范行业协会
工作， 对该市 294 家社团组织
2009 至 2011 年近三年来的工
作情况、 财务收支及固定资产
情况进行了汇总整理， 对其中
74 家行业协会以及有涉企涉农
收费行为的社团组织共计 109
家作为清理规范的重点。

通过认真清理， 对两年以上
未参加年检、长期不开展活动、名

存实亡的社会组织依法进行了注
销和撤销，截至 5月 20日已依法
注销了襄阳市人才研究会、 襄阳
市科技情报学会、 襄阳市基层政
权建设协会、 襄阳市公园协会等
11个社团组织；依法撤销了襄阳
市党史学会、襄阳市社会学学会、
襄阳市哲学学会、 襄阳市中南财
大校友会等 6个社团组织。目前，
清理规范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据汉江传媒网）

广东珠海
四类政府职能可向社会组织转移

乌鲁木齐助老助学项目
获中国移动“爱心洒天山”捐赠

“爱心洒天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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