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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联合清理整顿文化类“山寨社团”
� � 日前，中宣部、中央网信
办、公安部、民政部、市场监管
总局等部门联合开展行动，对
违法违规开展活动的文化类
“山寨社团” 进行专项清理整
顿。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在境
内未注册登记或被撤销登记
的组织、在境外成立在境内未
经登记备案的组织和以文化
类社会组织名义出现的企业，

违法违规开展活动，有的冠以
“中华”“中国”“国际”“世界”
等字样，有的故意模仿国内合
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名称，大肆
行骗敛财，严重损害了公众文
化权益， 败坏了社会风气，群
众反响强烈，必须采取有力措
施加以解决。

为使专项清理整顿行动
取得实效，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举报。 境内文化类“山寨社团”

可向民政部门举报， 举报方
式 ：http：//www.chinanpo.gov.
cn/index.htm“投诉举报”栏目、
010－58124144（传真）。 涉及境
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可向公
安部门举报，举报方式：登录
http：//ngo.mps.gov.cn/ngo/
portal/index.do，查询各省级公
安机关境外非政府组织服务
大厅地址及电话进行举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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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举行
� � 5 月 23 日，2018 中国扶贫国
际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共
享推动合作 携手消除贫困”。 来
自 9 个国际机构、28 个国家的近
200 名中外嘉宾出席论坛。 与会
嘉宾深入研讨以共享精神推动
减贫和发展领域的合作，分享中
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共建
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

五年累计减贫 6853 万人

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刚介绍，这
5 年，中国贫困规模大幅缩小。农
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9899 万
人减少到 2017 年的 3046 万人，
累计减贫 6853 万人， 年均减贫
1370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10.2%
下降到 3.1%， 累计降低 7.1 个百
分点。 贫困县数量首次减少，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迈出了坚实
步伐。

陈志刚表示，这 5 年，中国
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业已形
成。 建立了各负其责、各司其职
的责任体系；精准识别、精准脱
贫的工作体系；上下联动、统一
协调的政策体系； 保障资金、强
化人力的投入体系， 因地制宜、
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
广泛参与、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
体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这些
“四梁八柱” 性质的顶层设计保
障了脱贫攻坚顺利推进，也为深
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奠定

了基础。
对于如何找准关键环节、精

准发力，陈志刚总结得出以下六
个方面： 一是坚持现行扶贫标
准， 着力在保持战略定力上下功
夫；二是抓牢 3年行动计划，着力
在提高脱贫攻坚质量上下功夫。
倒排工期，不落一人；三是聚焦深
度贫困，着力在攻克“难中之难”

“坚中之坚”上下功夫；四是坚持
“造血”为要，在加快产业就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上下功夫； 五是坚
持“扶志”为本，在“精神扶贫”上
下功夫；六是提前谋划，着手研究
2020年后扶贫思路方法。

将减贫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
局代理局长戴柏乐在主旨发言
中表示， 贫困是世界级的挑战。
他希望各国在分享减贫经验时，
不仅分享成功的结果，也要分享
达成成功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
过程。“光说自己取得的成功是
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分享如何
获得成功， 这样的经验非常宝
贵。 ”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和
朝鲜代表马文森认为，为了解决
贫困问题还需要和其他领域进
行合作，比如健康领域、社保领
域、教育领域。 在扶贫减贫过程
中也需要更多的创新，“我们应
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创新伙伴
关系和农业发展， 加强知识共
享，帮助脆弱的群体，共同实现
消除世界贫困的目标。 ” 他表

示。
“要在减贫过程当中实现可

持续发展， 就需要关注农村发
展。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中国及
蒙古代表马泰奥表示，中国在 40
年前开始推动农村经济，经过一
系列改革措施，取得显著的扶贫
成果，这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例
子，将减贫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和
知识分享给其他的国家。

“中国最终会实现 2020 年消
除贫困的目标。 ”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屈四喜指出，
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采取正确
的策略坚持前行，在国家、区域
和国际层面上形成更好的协同，
全球贫困消除目标是可以达成
的。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
处首席代表本·滨瀚认为， 解决
了绝对贫困之后，就要更多关注
一些较为弱势的群体，譬如处于
老龄化的人群或是残疾人。 在未
来不仅要关注减贫，还需要有更
广泛的视角和更大的包容。

“减贫是一个历史性难题，
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中国一直
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
和忠实实践者。 ”对于国际减贫
事业未来的发展， 陈志刚呼吁：
“我们愿意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
家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充分发
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平台作用，
积极与东盟、非洲、拉美国家以
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
国际组织开展多边和双边交流
合作，为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

开展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论坛上，中外嘉宾共同见证
了“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正
式启动。 活动面向全球关注扶贫
的组织和个人，征集原创优秀减
贫案例，广泛动员国际社会的力
量共同为减贫知识分享贡献智
慧。

这是全球 7 家权威机构首
次联手，共同启动的国际减贫领
域首创的案例征集活动，吸引了
众多国际机构的参与，是创新和
深化全球减贫伙伴关系的最新
尝试。

活动于 5 月 23 日至 8 月 23
日征集案例，按照主办方提供的
案例编写规范，提交减贫效果突
出、或者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推
广、或者对减贫实践具有反思意
义的扶贫案例。 经主办方初选后

将案例提交评审专家组，最终确
定 100 个最佳减贫案例。 评选结
果将于 10 月公布， 获奖者将获
得主办方颁发的证书。

据悉，“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 2016 年论
坛开通“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
网站”，经过两年的运行，网站正
在逐步成为服务南南合作的扶
贫知识分享平台。 2017 年论坛发
布“中外减贫案例数据库及在线
分享平台”， 通过绘制中国和国
际减贫案例结构树，制定案例编
写规范，以及建立完全开放的共
享共建机制，成为国内外扶贫工
作者分享减贫知识经验的平台。

2018 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由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世界银行、联合国粮
农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亚洲开
发银行联合主办。

（中国网等综合）

天津：推出社会组织登记审批改革措施

� � 5 月 18 日，为全面推进天
津市社会组织登记审批改革，
实施审批与监管联动机制，形
成社会组织管理闭环，天津市
民政局领导同志代表市民政
局在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管
理办公室组织召开的行政审
批系统市区两级联动调度会
上做专题发言。

天津市民政局领导同志
在讲话中指出，为推进社会组
织登记审批制度改革，提升服
务社会组织能力，天津市民政
局将与市审批办联合推出“组

合拳”， 多项举措推进社会组
织登记审批制度改革， 主要
为：

一是压缩审批时限。 实施
要件容缺、承诺审批、最多跑
一次改革措施， 并将社会组
织、慈善组织成立、公开募捐
资格许可的办理时限由 15 个
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

二是稳步推进行业协会
商会、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
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直
接登记。 我市凡行业协会商会
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

批复，直接由发起人向市民政
局提出申请。 城乡社区服务类
社会组织应当由区审批局依
法审批。

三是简化行政审批中介
要件。 改由申请人提交银行出
具的出资函证或由中介机构
出具的验资报告。

四是推行一表式年检制
度。 为进一步减事项、减环节、
减材料，在社会团体、民办非
企业（社会服务机构）年检工
作中，实施一表式年检制度。

（据天津市政府网站）

湖北：
省社会工作联合会成立
� � 5 月 24 日上午， 湖北省社会
工作联合会在武汉正式成立。 省
社会工作联合会会员共 165 名，
其中单位会员 92 家（社工机构会
员 75 家、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高
校会员 17 家）， 个人会员 73 名，
均为我省社会工作行业专家、学
者。

据了解，目前湖北省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总量达 2 万余人，其中持
证社工有 9384 人， 登记注册的社

工机构有 161 家。 前来参会的社工
会员开玩笑说， 现在自己也是有
“娘家”的人了。

湖北省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
叶景丽说：“联合会是桥梁和纽带，
是全省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智库，
将发挥好服务功能，为社会工作行
业创造更好环境，同时也是行业的
监管单位，提升社会工作机构的信
誉度和公信力。 ”

（据《长江日报》）

广州：
社工服务站人员支出经费增加
� � 5 月 22 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社工服务站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将社工
服务站项目经费每年提高了 40
万，并将人员支出经费比例提高了
五个百分点。

据悉，《办法》突破了一镇（街）
一社工站的布局，允许常住人口超
过 15 万人或面积超过 50 平方公
里、条件成熟的镇（街）设立 2 个以
上社工站或多个服务站点；允许有

农村的镇（街）社工站可以采取岗
位购买的方式， 聘用专职社工，参
与农村民生服务。 并将社工站采购
服务周期由原来的 3 年延长至 5
年。 同时，《办法》提高了社工服务
站的保障标准：将社工服务站项目
经费由原来每年 200 万元提高到
每年 240 万元，将人员支出经费比
例由原来的 60%提高到 65%，以此
来解决社工薪酬偏低问题，促进社
工人才队伍稳定。

（据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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