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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2015天津公益行”：

天津市 500 万公益创投资金签约
作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

的天津，历史上开办过中国最早
的官办学堂北洋大学（现天津大
学）和中国最早的私立高等学堂
南开大学，悠久的历史文化已经
成为天津的一张名片。

如今天津的另一张名片也
正在发光———这就是天津的慈
善文化。

6 月 16 日，“2015 天津公益
行”正式开启。

2015 年天津市财政出资
500 万支持首届社会组织公益
创投，35 家社会组织公益创投
项目“中标”，在启动仪式上正
式签约。

首批签约 35 家社会组织

早在今年 3 月间，天津市民
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局就向全市
社会组织发出征集令，将建立社
会组织公益项目库，确定政府扶
植项目，同时还计划建立项目人
才库和项目专家库。

消息一经发出，社会组织热
情高涨，短时间提交了大量项目
申报材料，踊跃程度令活动主办
方都感到有些始料未及。

天津市社团管理局局长张
宝甫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2
个月时间内就收到了 138 个公
益项目申报材料，充分说明社会
组织活力需要激发，公益创新项
目需要支持。 ”

按照天津市民政局社会团
体管理局的部署，2 个多月时
间，经过公开征集、专家评审、培
训、公示等环节，首批共计 35 个
公益创投项目得到政府扶持。
138 个申报项目中， 除了有 32

个项目因项目书需要完善被自
然淘汰外，余下的 102 个项目将
首批入库，这些入库项目接下来
将进行再培育、再竞争或接受社
会力量认领出库，而后补充新项
目入库，使项目库有进有出变成
常态。

张宝甫说：“首批筛选出的
35 个公益项目，将获得政府福彩
公益金的专项资助。 ”

公益名片撬多方资源

公益组织的热情感染着当
地主管部门。 如何为公益组织
嫁接更多资源，为公益践行者
找到最合适的公益项目形成
双赢，成为天津市社会组织主
管部门推动公益创新的当务
之急。

“公益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已
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家治理
中公益组织也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发掘社会力量支持公益
创投项目的积极性，为公益组织
搭建好平台应该成为主管部门
主抓工作。 ”张宝甫说。

经过多次协商，天津市银行
业协会成为天津社会组织主管
部门“主攻”的对象。

最终，天津市银行业协会就
其会员单位支持社会公益创投
达成了共识，与天津市社团局签
署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公益
创投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起
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公益
事业的新机制。

以公益创投为起点， 天津
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库、
人才库和专家库已具雏形，目
前正着手搭建“有钱找项目，有

项目找钱” 的双向公益信息长
效交流平台。

根据天津市民政局社团局
公布数据显示，当前，天津市有
注册社会组织 5027 家， 备案社
区社会组织 1.5 万余家。

2015 年，天津市全现有基金
会 64 家， 其中公募基金会 20
家，非公募基金会 44 家，资产总
规模 14.5 亿。全年公益支出将超
过 2.6 亿元。

而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
至 2014 年年底 ，市、区县两级
社会组织公益支出约 11.94 亿
元，其中社会团体 4 亿元，民办
非企业单位 0.1 亿元， 基金会
7.84 亿元。

6 月 18 日，第十二届“昆仑
奖”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
评选活动在北京正式启动。

评选活动由中华见义勇为
基金会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联合主办， 自 2004 年首次

开展至今，已持续举办 11 届，累
计表彰英雄司机 607 人次，其中
25 人在见义勇为中献出了生命。

本届评选分启动、 事迹征
集、评委会会议、投票宣传和颁
奖表彰几个阶段。 活动启动后，

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发生在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期间，机动车驾驶员中涌现出来
的见义勇为典型事迹。

事迹征集结束，将在 8 月下
旬进行初评，确定本届见义勇为
英雄司机 60 个候选人名单，事
迹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 随后，
将组织各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相
关负责人召开评委会，评审产生

“城市奖”和“组织奖”, 并对 60
名候选人进行投票评议。

投票评选由群众投票（微信
投票） 和评委投票两部分组成，
分别占权重的 70%和 30%， 投票
结束后，经最终评审产生第十二
届“昆仑奖”全国十大见义勇为
英雄司机和 50 名见义勇为英雄
司机。 11 月份，主办方将在人民
大会堂举办第十二届“昆仑奖”
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表
彰大会，对获奖个人及获奖单位
进行表彰。

与往届群众投票方式不同的

是， 本届评选的群众投票将首次
通过微信投票方式进行。关注“中
油好客 e 站” 微信公众号， 进入

“昆仑奖”投票界面即可为英雄投
上庄严一票。 较之往届网络投票
方式，微信投票更加便捷、直观，
投票结果也更加真实、可靠。同时
评选办公室还将开设短信投票渠
道，使投票方式多样化。

会上，评选活动领导小组组
长、评委会主任，中华见义勇为
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李顺桃指
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维护
人民权益、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的新要求。
这为深化评选活动内涵， 办好、
办活本届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
雄司机评选指明了方向。 各地区
学习、表彰见义勇为典型热情也
十分高涨，在此基础上，各级见
义勇为基金会组织要秉承公平、
公开、公正原则，做好评选活动
的组织和宣传推动工作。

十余年来， 为使见义勇为精
神渗透群众接地气， 评委会积极
拓展评选活动内容和形式。 连续
两年组织开展“见义勇为英雄司
机走进中国石油互学互动活动”，
让 34 名历届十大见义勇为英雄
司机在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精神
的凝聚地———大庆和长庆， 零距
离感受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让
见义勇为精神和大庆精神、 铁人
精神激情碰撞、深度融合，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和舆论反响。 本
届评选活动主办方将继续邀请历
届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走进中
国石油玉门油田， 继续深化大庆
精神、 铁人精神和见义勇为精神
的相互融合与传播。

据悉，本届评选活动设立“全
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奖 10
名，奖金各 10 万元；设立“全国见
义勇为英雄司机”奖 50 名，奖金
各 5万元；设立“见义勇为英雄司
机城市奖”20 个，“见义勇为英雄
司机组织奖”20个。 （王勇）

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评选启动 可微信投票

2015年首届“天津公益行”
社会组织公益成果展举行

6 月 16 日，2015 年首届“天津公益行”社会组织公益成果展
与项目交流活动在和平区五大道民园广场举行。

本次展览以图片、文字、视频、公益互动等形式，展示社会组
织在慈善帮扶、团结和谐、文化教育、为老服务、创业就业、科技
环保、卫生体育、减灾救灾、法律服务和社区服务等领域的公益
成果，旨在弘扬公益理念，倡导公益行动，搭建社会组织公益交
流与合作的开放平台。 146 个社会组织设立展板，用总共 901 张
图片记录了他们近年来从事的公益项目。

成果展启动仪式上，天津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与本市首批 35
家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立项单位签署了项目协议书。 其中包
括流动儿童关怀、天使传递健康、救助贫困病患儿童、帮扶就业、
助力学业等，每个项目获得资助金额 12 万元到 15 万元不等。

链接>>>

6 月 16 日，天津市举办 2015 年首届“天津公益行”社会组织公益成果展

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评选活动到今年已经是第十二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