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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 重庆团市委联合市
环保局、市水利局、市河长办印
发了《关于开展“河小青———守
卫青山渝水·助力河长制”青年
志愿服务行动的通知》，面向全
市招募 1 万余名青年志愿者担
任“青年志愿河长”，建立与市、
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四级河长体系相对应的“青年
志愿河长”队伍体系，引导青年

志愿者积极参与全市 4500 余
条大小河流和 3000 余座水库
保护的志愿活动。

据重庆团市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 招募的 1 万余名青年志
愿者将主要投身到三大行动
中，即“青年志愿河长”志愿行
动、“河小青” 巡河护河行动、

“河小青”岗位创建行动。
（据《重庆日报》）

重庆：招募万余青年志愿河长
� � 近日，江苏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改革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
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
见》（下称《实施意见》）。 11 月
28 日上午，江苏省民政厅召开
全省民政系统会议对《实施意
见》主要内容进行解读。

据介绍 ，《实施意见》明
确了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慈善
类社会组织、 行业协会商会、
科技类社会组织以及自律联
合性、 支持性社会组织这五

类重点领域，并针对不同类型
社会组织的功能特色，提出了
支持重点领域社会组织健康
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的具体
措施。

在探索社会组织协商民主
方面，《实施意见》创新提出“支
持社会组织参政议政， 在各级
党的代表大会中适当安排社会
组织代表， 在各级人大适当安
排社会组织代表， 在各级政协
增设社会组织界别， 安排适当
的委员名额， 发挥社会组织在

协商民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政府召开专题性、行业性会议，
邀请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或列
席；在制定出台政府规章、公共
政策、 发展规划等涉及公共利
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
事项时，要通过举行听证会、座
谈会、认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
征求相关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
议”等要求，畅通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治理、 发挥积极作用的制
度渠道。

（据新华网 ）

江苏：人大政协增“座位”，社会组织将参与治理

成都：民办社工机构申请成立要求将更严格
11 月 29 日，第 30 个“世界

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之际，记者
从云南省卫计委艾滋病防治局
了解到，云南参与艾滋病防治的
社会组织和项目数从 2012年的
31个社会组织、31个项目，增加
到 2017 年的 117 个社会组织、
118个项目； 在高危人群干预领
域， 项目覆盖各类目标人群达
45837人、204602人次。

“通过项目实施，有效扩大了
艾滋病宣传干预服务的覆盖面和
陪同HIV检测率，在高危人群宣
传教育、行为干预、促进 HIV 检
测、提高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协助

医疗机构为感染者、 病人提供关
怀和支持、 增加服务的可及性和
可获得性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
用。 ”云南省卫计委防艾局项目技
术管理处处长杨艳说。

2012 年以来， 云南省防治
艾滋病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已成功开展了 5轮项目，项目经
费从 2012年的 100万元增加到
2015年的 1000万元，2017年更
是增加到 1090万元。 项目领域
也从高危人群干预一类 5 个领
域， 扩大到 2017年的高危人群
干预、创新领域、技术支持领域
三类 16个领域。 （据中国网）

云南：艾滋病防治社会组织持续增加

� � 近日， 成都市民政局印发
《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未来，在成
都申请成立民办社工机构的要
求将更严格。《意见》指出，如果
申请成立民办社工机构， 章程
中应明确社会工作服务宗旨、
业务范围和主要服务方向。 发
起人中至少有 1 名社工师或 2
名助理社工师， 专职工作人员
中应有三分之一以上取得社工

职业水平证书或社工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并在成都市登记、
注册。

《意见》对社会工作者薪酬
待遇、社会保险等方面制定了更
细化的政策。“机构专职社会工
作者平均薪酬待遇应不低于当
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此
外，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经费运算中，用于支付项目所需
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 培训、社
会保险等 ， 应占项目经费的

60%。 通过完善机构志愿者管理
制度，接下来，成都还要探索将
志愿者转化为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的工作。

《意见》指出，到 2022 年，
成都力争建成 2 个市级、5 个
区（市）县级民办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孵化基地， 全市登记民办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力争达到
500 家， 其中品牌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 10 家。

（据四川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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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条例》12月 1日正式施行
� � 自 12 月 1 日起，国务院颁布
的《志愿服务条例》（简称《条
例》）正式施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
高人民思想觉悟、 道德水准、文
明素养，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
会责任意识、奉献意识。 使社会
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条例》对志愿服务组织的
法律地位、规范管理和扶持保障
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定，
是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重要
举措。 它的出台将进一步推动志
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发展，提
升志愿服务整体效能。

亮点一：明确了志愿服务组
织法律地位

《志愿服务条例》中明确规
定，志愿服务组织是指“依法成
立，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
营利性组织”。 第八条规定“志愿
服务组织的登记管理按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
立家表示，过去我国对于志愿者
组织建设方面把关不严，志愿服
务规范化程度较低，一些机构打
着志愿的名义骗取补助和资金，
欺骗服务对象，而志愿服务组织
法律地位的明确，一方面加强了
志愿组织登记注册、 人员管理、
活动组织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使
组织成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
另一方面有助于国家对各志愿
组织机构进行全面的监察和管
理，避免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

“《条例》中对志愿服务组织
法律地位的明确，将促进志愿服

务组织的积极健康发展。 ”中国
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孟春
表示，赋予志愿服务组织以非营
利组织法律地位，说明政府正面
回应了志愿服务组织这些年的
蓬勃发展， 是对它们在社会管
理、社会发展方方面面所起作用
的正面肯定；其次，以行政立法
的方式，有助于全国大大小小的
各种不同性质的志愿服务组织
成为公共事务治理的一支合法
的、正式的力量。

亮点二：明确了志愿服务专
业化大方向

《条例》第二十三条指出“国
家鼓励和支持国家机关、 企业事
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成
立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专业志愿服
务活动， 鼓励和支持具备专业知
识、 技能的志愿者提供专业志愿
服务”。《条例》明确了志愿服务组
织的形式， 即志愿服务组织可采
取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
会等组织形式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实现了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孟春表示， 中国青年志愿者
行动从发起至今 20 多年， 从组
织、队伍、制度、包括海外志愿者
走出去等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积
累， 同时也认识到在全球日新月
异、 中国社会治理体现现代化的
大背景下， 专业化必然是志愿者
事业发展趋势。 志愿项目的设计
和组织管理，都需要专业性。只有
更多地发挥个人的专业智慧和经
验，服务于公共利益，才能从更深
层面解决社会问题。《条例》对于
专业性的强调就从法律层面、从
国家行政层面明确了志愿服务发

展的大方向， 为志愿服务专业化
大格局提供了基本保障。

根据《条例》，志愿者、志愿服
务组织以及志愿服务对象可以根
据需要签订协议， 约定志愿服务
的内容、方式、时间、地点、工作条
件和安全保障措施等。 北京工业
大学阳光志愿服务总团的志愿者
范姗珊表示， 志愿者在同一志愿
活动中选择的交通方式不同，每
次志愿活动地点也不相同， 安全
更是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志愿者们
十分重视的问题， 这样的制度化
改革可以让更多志愿者放心、踊
跃地投入到志愿服务工作中。

亮点三： 明确了多项扶持 、
保障及促进措施

为促进志愿服务事业的发

展，《条例》 中还规定了多项扶
持、保障及促进措施。 如第三十
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可以依法通过购买服务等
方式， 支持志愿服务运营管理，
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社会公
开购买服务的项目目录、服务标
准、资金预算等相关情况”。 竹立
家表示，这样的规定意味着政府
可以通过合理的价格购买公共
服务， 使广大百姓受益的同时，
也提高了志愿服务工作的整体
效益，且不与志愿服务组织非盈
利的性质相矛盾。

《条例》也鼓励有关单位、组织
采取促进措施，包括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招用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
志愿者、将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纳入实践学分管理等。 以学校为
例，据了解，部分学校此前虽然已
经有将志愿活动纳入实践学分管
理的举措，但多数并未实现以学校
为单位的统一化、规范化。 这样的
措施在保障每位志愿者自身权益
的同时，也会对大众广泛投身志愿
服务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发展志愿服务是推进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的重要推动
力。”竹立家表示。《志愿服务条例》
的颁布是推进我国志愿服务发展
的关键一步，在此基础之上，未来
还需要政府、志愿组织和志愿者个
人三者共同努力， 三者相辅相成，
互为统一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
精神文明建设。 （据人民网）

12 月 2 日上午，福建省举办庆祝 12·5 国际志愿者日暨《志愿服务条例》实施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