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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参加第二届全
国网络诚信宣传日活动的 52
家国内互联网企业， 在京签
署了《坚守七项承诺 共铸
诚信网络———网络诚信自律
承诺书》， 承诺依法依规办
网、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当好诚信主体、保护网民
权益、抵制网络谣言、加强用
户信用管理、 网络信用共建
共享。

本次网络诚信行业自律

行动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中
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中国
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中国网
络空间安全协会、中国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行业协会、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青
少年新媒体协会等 8 家全国
性网络社会组织共同发起，旨
在充分发挥网络社会组织的
行业监督作用， 建立起网络
诚信行业准则， 推动我国互

联网企业强化诚信为民办网
理念， 为广大网民提供可信
服务，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
空间。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
长杨一心表示，下一步网络社
会组织将围绕“七项承诺”，通
过组织网民代表、专家学者等
社会各界力量， 开展社会评
议，加强监督，推动网站把网
络诚信建设落到实处。

（据新华网）

北京：8家网络社会组织推动互联网企业诚信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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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社工”开创公益智慧养老新模式

� 7 月 4 日上午，一场“百
会联百村” 捐赠助学仪式在
永泰县东洋乡举行， 福州市
印章行业协会为东洋乡中心
小学送去 40 台电脑和一些学
习用品。

东洋乡中心小学有学生
100 多人，教师 30 人，却没有
几台电脑供师生们使用。 得知
这一情况，福州市印章行业协
会决定筹措物资予以帮扶。

“有了这些电脑，老师可

以将更多的知识传递给孩
子， 学生也可以有更多机会
了解外面的世界。 ”东洋乡中
心小学相关负责人高兴地
说。

据了解，为推进扶贫攻坚
工作，福州市民政局、市扶贫
办在全市社会组织中开展了
“百会联百村”行动。“通过结
对帮扶、村会共建等方式，充
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各种资源
优势， 帮助贫困人口增加收

入。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市、县两级共有 105 家社
会组织与全市 102 个贫困村
形成结对帮扶。

“百会联百村”活动开展
以来，许多社会组织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投身公益事业。 目
前已有 63 家协会通过产业扶
贫、商贸扶贫、就业扶贫、捐赠
扶贫等方式，多渠道开展对口
帮扶。

（据海峡经济网）

福州：105家社会组织与 102个贫困村结对帮扶

� � 炎炎夏日，广东省汕头市龙
湖区外砂镇 89 岁江伯家里的空
调， 不知为何突然无法启动了，
就连电风扇也同时陷入了“瘫
痪”状态，急得满头大汗的江伯
摁下了固定电话上的那颗红色
的长方形按钮。 大约半小时后，
有丰富为老人服务经验的小陈
赶至江伯的家中，三两下便把空
调和电风扇都“救活”了。

江伯摁下的红色键钮是什
么东西呢，又是谁在为这些高龄
长者“鞍前马后”救危解困的呢？
原来， 这是由汕头市龙湖区委、
区政府出资，通过公开招投标向
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由龙湖区
呼援通社工服务中心承接运作
的一个公益助老平台。 而被老人
们亲切称为“电子保姆”的年轻
人则是该平台的志愿者们，他们
一年 365 天， 全天候不停歇，从
紧急呼援、 救助危难到陪伴聊
天、上门理发、水电维修、买菜买
药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无巨
细，随叫随到，用爱心和耐心打
造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这也是粤东地区首创的公益全
天候智慧养老“龙湖模式”。

从单一紧急救助到生活照料

7 月 4 日上午， 记者前往位
于汕头市龙湖区奋发园的呼援
通社工服务中心走访时了解到，
该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远程连
接定制的带有遥控功能的电话
座机， 为老年人群体提供 24 小

时紧急呼叫援助服务。 平台由专
职人员、社工和 200 多名青年志
愿者（义工）组成，他们的平均年
龄不足 25 周岁。 而当志愿者们
将一摞摞厚厚的资料和照片，记
录着密密麻麻的为老人服务事
例的日志摆在记者面前时，记者
对其服务范围之广、内容之多深
感惊讶。

呼援通负责人洪少毅告诉
记者，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呼
援通的足迹已遍布整个龙湖区
的每一个村（社区），成长为一家
为老年人提供紧急救助、健康监
测、家政便民、物业维修、生活照
料、精神慰藉、法律咨询、信息指
导等多达 8 大类 110 项服务的
综合性公益助老服务机构。

汕头市东区银安庄的谢阿
姨是呼援通的服务对象，年过八
旬的她平日里住在八楼，去年有
一天， 在她准备下楼去的时候，
不慎跌倒在门口，无法动弹。 其
儿媳妇发现婆婆意外跌倒后，第
一时间就按下了呼援通，呼援通
的志愿者和 120 急救车随即赶
赴现场，谢阿姨因此成功获救。

诸如这样的求助，其实对呼
援通志愿者来说几乎每天都会
遇到。 洪少毅告诉记者，在龙湖
区许多高龄长者看来，呼援通已
经是他们日常过日子的依赖。 家
中煤气泄漏、饭做了一半没煤气
了、空调遥控器没电了、抽油烟
机坏了、水龙头漏水了……凡此
种种，老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呼援通。

服务扩围扩大至 75 周岁
以上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龙湖区
现有户籍人口约 43.23 万人，其
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约 5.6 万人，
约占全区户籍人口 13.11%，并呈
现不断增加趋势。 面对日益明显
的老龄化态势，汕头市龙湖区于
2013 年 10 月份启动了这个长者
呼援服务项目。

不过，在成立之初，呼援通
的服务对象主要为户籍在龙湖
区内 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以
及 70 周岁以上低保 、 五保老
人、居家养老对象，服务对象达
7266 人。

而从今年 5 月份开始，龙湖
区将服务对象扩大到户籍在龙
湖区内的 75 周岁以上老人和 70
周岁以上的低保对象、居家养老
对象、 五保户以及区直机关 70
周岁以上副科级以上退休干部
等老年人群体，增加了 6338 人，
总服务人数达到 13604 人，惠及
龙湖全区万户以上家庭。

目前，长者呼援服务扩面惠
老工程已完成七成，预计 7 月底
将全面完成信息采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几
日，呼援通频频接到扩面行动老
人对象的求助电话，他们比第一
批入户呼援通的老人家“年轻”，
看似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
强，但在实际中，他们居家养老
生活的问题、困难和需求同样存
在，而且因为“年轻”，生活内容

更加丰富，需求更大更多。

长者盼望推广呼援通服务

“呼援通上线服务三年多以
来，我们的平台已然构建起了一
套具有潮汕本土特色的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机制，开创了远程
呼叫智慧养老的‘龙湖模式’，那
就是用‘互联网+社工（义工）’的
服务方式，实践证明，这套服务
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
洪少毅向记者坦陈，尽管长者呼
援服务已经取得累累硕果，龙湖
区的居家养老服务走在全汕头
市各区县前列，但仍然存在亟需
解决的问题。

今年 2 月 28 日， 呼援通就
向龙湖区委、区政府和龙湖区各

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拓
展延伸长者呼援服务的提案》。
提案中除了列举当前诸如“买菜
做饭难”、长者“入托难”、“健康
长寿金”社会效益不高等问题以
外，还提出了针对此类问题的应
对措施———包括适度降低服务
对象的年龄，筹办居家养老日间
托养中心，把“健康长寿金”改为

“居家养老券”，继续推进养老服
务体系和设施建设等。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有许
多除生活在龙湖区以外的汕头
高龄长者透露出一种“羡慕”的
心情，他们也渴望自己能够享受
到类似呼援通这样的贴心服务，
也希望呼援通这个平台能够将
服务扩大至整个汕头市。

（据《羊城晚报》）

近日， 民政部依法对瀛公益
基金会、 紫金矿业慈善基金会分
别作出撤销登记和停止活动一个
月的行政处罚。

经查， 瀛公益基金会未按规
定接受 2014 年和 2015 年年度检
查，违反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第
36 条的规定，依据《基金会管理条
例》第 42 条第 1 款第 5 项和《基
金会年度检查办法》第 11 条的规
定， 民政部决定对瀛公益基金会
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紫金矿业慈善基金会未按照
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
务范围进行活动， 资助内蒙古乌
拉特后旗东升庙大佛项目和福建
省龙岩市商务运营中心中庭广场
金茶花雕塑，违反了《基金会管理
条例》第 27 条的规定，依据《基金
会管理条例》 第 42 条第 1 款第 1
项的规定， 民政部决定对紫金矿
业慈善基金会作出停止活动一个
月的行政处罚。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民政部：对两家基金会作出行政处罚

部分行业协会商会乱摊派、
乱收费等行为，饱受社会诟病。 据
湖北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
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 省民政
厅正会同相关部门， 严查全省性
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情况。

据统计， 湖北省现有行业协
会商会 2000 余个，其中全省性行
业协会商会 338 个。2015 年以来，
直接登记和已脱钩的全省性行业
协会商会 158 个， 全部实现与行
政机关在机构、职能、人员、财务、

党建等方面的脱钩。 今年，省民政
厅还将推动 80 余个全省性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力争
用两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省性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

目前， 全省直接登记和已脱
钩的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 涉企
收费的自查自纠工作已基本完
成。 下一步，将对自查自清结果进
行集中审查和重点检查， 对发现
的问题严肃处理， 进一步规范行
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

（据《湖北日报》）

湖北：清查 338家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

呼援通志愿者在为老人修理家用电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