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日， 罗湖区民政局组织
召开罗湖区社会建设和民生创
新项目 2013 年第二批项目专
家评审会。 此次评审会聘请 7
位社会各领域专家， 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对 26 个申
报项目开展综合评审。

评审会上， 各评审专家对

26 个申报项目的可行性、风
险性、 公益性及项目资金安
排合理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对有争议的项目进行了讨论，
形成了评审结论。 评审会上，
专家们表示，罗湖区设立社会
建设和民生创新项目专项资
金，为草根类 NGO 非营利组

织的 成 长 提供 了 良 好 的 机
会，有助于吸引社会力量共同
提升罗湖区社会管理和民生
福利水平。 同时，专家们希望
能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社
会组织开拓思路，设计项目，
申报资金。

（据深圳市人民政府网站）

地方动态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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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侵害防治周活动在广州发起
公益组织呼吁把每年 5月最后一个星期定为纪念周

� � 海南万宁案之后，一系列儿
童性侵案频频曝光，引发了新一
轮对儿童遭遇性侵问题的探讨。
在新闻事件之后，如何更理性地
关注，如何采取实际行动去改变
它？ 民间组织没有沉默，5 月 29
日， 由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希
望美术学院、城中村博物馆创办
人张晓静与陈洲以及其他热心
公益人士在广州共同发起了“儿
童性侵害防治周”活动。 呼吁把
每年 5 月最后一个星期定为纪
念周，倡导社会关注这个受害群
体。

启动仪式上， 希望美术学
院、城中村博物馆创办人之一陈
洲表示，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站
出来，不能让这些孩子独自承担

伤害。 许多孩子可能会因为社会
文化的偏见、制度的缺失遭遇二
次甚至多次伤害，比如舆论的压
力、面临失学等。 而目前在性教
育问题上，从学校到家长的意识
中都是一片空白，我们对儿童性
侵害问题是完全没有防备的。 因
此确立一个常规的纪念周来不
断提醒人们关注儿童性侵害问
题，让更多人参与这个改善的进
程，推动法制、教育、公众意识在
这个问题上的进步。

启动现场，由张晓静与陈洲
创作的装置艺术，用特殊的形式
告诉人们儿童性侵害现状的触
目惊心。 五彩的纸条垂下，上面
记录的是一件件被曝光出来的
事件。 由于作案环境的封闭性，
还有更多事件没有被揭发出
来。 组委会还发布了报告《如何
保护孩子们的性？ 》，全面介绍
儿童遭受性虐待的情况和所面
临的困境。

儿童性侵害防治周之外，活
动组还做了后续计划。 新媒体女
性网络召集人李思磐表示，希望
呼唤能认同我们理念的父母、社
工、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
教育者的参与。 建立防治协力
周是第一步， 召唤更多关注儿

童权利和教育发展的专业人士
和团体的参与； 组织专业和深
入针对本地案例的研讨会；对
任何社区和团体分享性别平等
教育、 性教育和儿童自我保护

课程； 征集和培训这方面的志
愿者。 中期计划为收集个案，进
行跟进、法律协助和辅导；总结
和推广相关经验。 最后结合相
关案例，进行立法倡导，要求教

育部门、妇儿工委、民政部门和
司法部门制定相关可以操作的
政策法规，来防治社区、家庭和
学校的性侵害和性骚扰； 废除

“嫖宿幼女”罪名。

6 月 6 日，由顺风车公益基
金管委会举办的第二届顺风车
日公益活动在北京中华世纪坛
举行， 除北京外全国还有银川
等六个城市同步举行顺风车日
相关活动。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顺风车公益基金将开展对
满载的顺风车代付高速费的
试点。

6 月 17 日至 7 月 16 日（每
天 7:00-9:00 早高峰期间内）一
个月的试点期内， 从八达岭高
速进京方向的回龙观、 西三旗
入口驶入的载有 3 人及 3 人以
上且贴有顺风车车贴， 并从上
清、 清河主站出口的私家车将
由顺风车公益基金代为支付高

速通行费用。 此次试点旨在观
察优惠政策对顺风车的推动作
用， 希望成为民间组织通过试
点来探索和推动政府出台公共
政策的先例。

据悉，2013 年春节， 由顺
风车发起的春节回家顺风车活
动利用短信、APP、 网站和微博
四大平台， 成功地帮助了 9678
人回家或返程， 由于有实名注
册、签订协议和赠送保险等安全
措施，活动全程并没有发生一起
纠纷和安全事故。 据介绍，如顺
风车“短途长期” 活动顺利开
展，有望减少 10%的车辆出行
率，这对缓解大城市的交通拥
堵和减少尾气排放有着重要
的意义。

� � 由重庆市市文明办、 南岸
区文明办牵头， 南坪街道办事
处负责实施的重庆首个“V 空
间” 将于 2013 年 7 月 1 日正式
挂牌， 目前已经吸引了 7 家志
愿者组织入驻。

“V 空间”的“V”是志愿者
volunteer 的英文首字母， 该基
地位于南坪协信星光 5 号楼，
“V 空间” 将为入驻社会组织提
供能力建设培训、 项目发展与
指导、财务及人事辅导或托管、

行业人才培育、交流宣传、公众
关系拓展等综合性服务。 每期
培育 8-10 家组织，每个培育周
期 1-2 年， 以提高社会组织的
数量和开展社会服务的能力。

“V 空间” 成立前期将由两家较
为著名的民间公益组织———重
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绿
叶义工志愿者协会分别负责行
政管理和项目培训。

预计基地建成第一年，为
入驻的社会组织提供基本办公

空间、专业培训、公共会议场所
及进行项目开发等技术指导；
基地建成第 2-3 年， 在第一年
的日常管理、公共办公空间、宣
传交流、 公共关系拓展的基础
上， 主要增加财务托管和人事
托管；基地建成第 4-6 年，基于
前三年的工作成果， 基地将参
照恩派模式结合重庆本地特
色， 发展成为重庆市社会组织
的专业孵化器。

（据腾讯·大渝网）

重庆市打造“V空间基地”培育民间公益组织

厦门市四类社会组织预计 7月 1日可直接登记
厦门市社会组织建设与管

理工作将以“直登试点”为突破
口， 对部分社会组织进行直接
登记，预计 7 月 1 日起实行。 直
接登记， 意味着除了依据法律
法规需前置行政审批及政治法

律类、宗教类、社科类的社会组
织外， 其他社会组织均可直接
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至于是否要缴纳相关费
用， 厦门市民政局副局长张培
军提醒， 社会组织登记不收取

任何费用。 此外，厦门市社区社
会组织登记准入条件将继续放
宽，推行备案制度，争取今年备
案登记的社区社会组织新增
100 个，以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
群体的需求。 (据东南网)

罗湖区引入专家评审机制扶持草根社会组织

顺风车公益基金试点
“三人一辆车，代付高速费”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五彩的纸条垂下，上面记录的是一件件被曝光出来的事件

儿童性侵害防治周 LOGO

� � 顺风车活动常态工作计划
分为三个阶段 ： 分别为以北京
地区上下班车主之间互搭顺风
车为主的初级阶段 ， 以全国主
要城市上下班不限方式搭乘顺
风车的过渡阶段 ， 以及不限地
区 、不限时间 、不限方式搭乘顺
风车的成熟阶段 。 同时推出 “公
益里程 ”概念 ，即参与公益顺风
车活动搭乘别人的车主 ， 搭乘

者会给他们支付 “公益里程 ”，
而这些公益里程是可以兑换成
物品并以车主的名义捐献给慈
善基金会等福利机构 ， 同时获
得活动方油卡 、 电话充值卡等
奖励 。 让更多的人加入顺风车
公益活动 ， 倡导大家搭乘顺风
车出行 ，为交通减压 ，为环境增
分 ！ 大家都做点身边的小事 ，这
个世界会变成美好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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