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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广州：2240万元“种子资金”点亮 162个项目
� � 6 月 20 日， 由广州市民政
局、中共广州市社会组织委员会
主办，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承
办的第五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
益创投活动签约大会举行。 今年
活动首次探索“党建+创投”模
式， 共收到有效申报项目 372
个，创历史新高。 其中，162 个项
目成功获得资助，将在接下来的
几个月内开展各项特色服务。

162 个项目获资助

据了解，广州市社会组织公
益创投活动于 2014 年首次举
办。 四年来，该活动共投入福彩
公益资金超 7000 万元， 资助创
投项目 530 个，直接受益人群逾
150 万人次。

2017 年，该活动在往届经验
基础上，总结出政府、企业和社
会组织共创共投、 共建共享、协
同善治的“1+1+1>3” 的广州模
式。 第四届公益创投活动共立项
2422 万元（同比增长 21.2%），资
助了 165 个项目，撬动社会配套
资金 1400 万元；53 个项目上线
联合劝募平台， 募集社会资金
729 万元。

今年，社会组织参与第五届
公益创投活动的热情愈发高涨，
共有 385 个项目申报，有效申报
项目 372 个，申报数量再创历史
新高。 其中，为老服务类 131 个、
助残服务类 50 个、 青少年服务
类 74 个、 救助帮困类 21 个、其
他公益类 96 个。 据统计，为老服
务类较上一届增加 36 个， 增长
率达 38%，反映了各申报主体对

养老服务的关注。 经专家评审，
最终择优选择 162 个项目, 共获
2240 万元“种子资金”资助。

党建激发新活力

据了解，今年公益创投活动
的最大亮点， 是首次探索运用
“党建+公益”模式，为社会组织
注入“红色活力”。

“希望通过这种创新形式，
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创新
服务群众的组织形式，引导和鼓
励社会组织党组织联系服务群
众、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广州市
社会组织服务交流中心主任李
锐介绍，今年的活动中，创投主
体积极成立党支部，品牌社会组
织积极参加申报工作，并将党建
工作融入项目，进一步巩固了公
益创投活动广州模式，拓宽了广
州特色公益之路。

李锐还表示，相比于以往较
为单一的服务模式，本届活动的
项目呈现出“点对点”的服务特
色，围绕“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要
求， 更多项目将重点放在创新、
科技、社区营造等领域，且更贴
近老百姓需求；此外，今年项目
的整体计划性更强， 具有延续
性，有利于项目的长期发展和复
制推广。

关注随迁儿童人格发展教育

“孩子的健全发展，不止靠
语、数、英等学科学习，非智能性
发展其实更重要。 ”广州市和悦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黄
佩仪说。

今年是该中心第二次参加
公益创投活动了。 在去年的活动
中，他们关注到随迁儿童的心理
健康， 并先后开展了 50 多场随
迁儿童心理团体辅导。 今年，该
中心把服务的焦点放在随迁儿
童的人格发展教育上。

“以往我们会思考，随迁儿
童刚来广州，能不能顺利融入城
市、会不会遭受一些歧视等。 但
近几年，我们发现，有的随迁儿
童其实是在广州出生的，或是在
广州待了很多年，由于‘随迁’带
来的心理不适已经减少了很
多。 ”黄佩仪说，不过，新的需求
随之而来：随迁儿童的父母往往
忙于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知
识、技能来教育孩子如何进行情
绪管理、人际交往、面对困难等。
因此，该中心今年的项目将重点
开展随迁儿童人格发展教育服
务。“我们还创新采用绘画艺术
治疗，通过集体创作，让小朋友
融入进来，学会如何接纳、尊重
小伙伴，同时对自己负责。 ”黄佩
仪说。

该项目获得公益创投活动
资助额 12 万元，加上自筹部分
8 万元， 将全部用在随迁儿童
团体辅导活动中， 预计能够直
接覆盖 1000 名左右的小学阶
段小朋友。

APP订餐助老人“智慧养老”

在广州，长者“大配餐”服务
正持续推进，而天河区五山街的

7000 多名老人已享受到“互联
网+”所带来的便捷养老服务。

据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项目主任王晓仪介绍，
五山街老人在配餐店办卡后，可
在“幸福 e 区”APP 上进行绑定，
其后只需用手机扫码即可进行
点餐， 老人不用担心忘记带卡，
且二维码三分钟更新一次，资金
使用更安全。 在 APP 上，老人还
能预订接下来一个月的午餐，如
哪天无法用餐， 订餐可随时取
消，非常方便。

“目前，11 个配餐点都可以
使用 APP 点餐，社工会定期去各
个点为老人充值。 老人如果不会
用手机，也可以让工作人员帮忙
订餐。 ”王晓仪说。利用大数据平
台，社工还能了解老人的整体动
态，从而更好地提供服务。 比如
某位老人连续三天没订餐，APP
就会给社工推送提醒，社工再电

话联系老人。
该中心不断深化智慧养老

服务，目前 APP 上还开发了“共
享轮椅”功能。 无需长期使用轮
椅的老人， 如果偶尔有使用需
求， 可在 APP 上选择轮椅型号、
借用时间、取货方式、归还方式
等，进行轮椅租借，一天的租借
费仅为一元。

在今年的公益创投活动中，
该中心申报的“幸福·爱同行”社
区智慧养老计划获资助 4.5 万
元，将重点用于项目宣传以及血
糖仪、防走失定位器等器材的购
买上。

王晓仪表示， 项目选择了
五山街的四个配餐点作为试
点， 老人在用餐时可顺便测量
血压， 数据会自动同步到 APP
上，“今后相关数据还可以推送
给子女”。

（据《羊城晚报》）

天津市民政局 (社管局)与
市审批局联合推出“组合拳”，
多项措施改进社会组织登记审
批制度，一是压缩了审批时限。
由过去 15 个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 对一些有利于经济
发展急需办理的社会组织，还
可给予特事特办。

二是推进申请材料表格
化、数据化。 梳理社会组织、慈
善组织及公开募捐 3 个审批事
项操作规程及章程范本， 以方
便申请人填报。

三是推行信用承诺制审
批。 在申请人不能全部提交申
请材料的情况下， 只要向行政
机关作出自承诺之日起 60 日
内补齐申请材料并作出书面承

诺， 登记机关就可作出批准决
定并发放登记证书。

四是简化行政审批中介要
件。 社会组织设立时不再提交
验资报告， 改由申请人提交出
资承诺书，60 个自然日内，补齐
银行出具的出资函证或由中介
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即可。

五是深化直接登记。 目前，
行业协会商会、科技类、公益慈
善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
织直接登记已在市区两级登记
机关推开，并明确了市、区两级
审批权限， 城乡社区服务类社
会组织由区审批局依法审批，
同时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
动行业协会商会登记， 凡行业
协会商会申请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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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推行一表式年检。在社
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
服务机构）中推行一表式年检。

七是统筹推进“多项合一、
并联审批”改革。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申请登记， 实行“一表申
请、一次进件、内部合办、一次
要件”。

八是打通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社会组织跨区迁址。 民办职
业培训类区级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服务机构) 申请办理跨区
迁址不再执行迁出地办注销、
迁入地重新登记， 而是直接申
请办理跨区迁址， 名称不作调
整。 （据天津北方网）

时隔五个多月， 去年底备
受关注的、 由深圳市爱佑未来
慈善基金会和北京零分贝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同一天
生日” 网络募捐活动有了最新
进展。

深圳市民政局发布公告，

认定， 爱佑未来基金会未在民
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
台发布募捐信息， 没有对发布
的募捐信息进行审核， 发布的
信息不准确不完整。 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第二十
三条第三款和第七十一条的规

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 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
的规定，2018 年 6 月 15 日，深
圳市民政局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对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
金会予以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
正。 （据《中国青年报》）

� � 近日， 辽宁省民政厅公布
《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的实施意见》， 提出力争到
2020 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初见成效，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
有不少于 10 个社区社会组织，
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5 个
社区社会组织。

《意见》要求，支持社区社会
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 推
动家庭服务、健康服务、养老服
务、育幼服务等领域的社区社会
组织主动融入城乡社区便民利
民服务网络，为社区居民提供多
种形式的生活服务。 鼓励社区社
会组织多为社区内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空巢老人、农村留守人
员、困境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
体提供生活照料、 文体娱乐、医
疗保健等志愿服务。 支持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面向社区提供心理
疏导、人文关怀和心理健康等专
业服务。

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物
业纠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调解和
信访化解。 指导社区社会组织
参与群防群治， 协助做好社区

矫正、社区戒毒、刑满释放人员
帮扶、社区防灾减灾、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等工作， 积极参与平
安社区建设， 助力社区治安综
合治理。

加快发展生活服务类、公益
慈善类和居民互助类社区社会
组织。 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
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
民工、 服刑人员等限制自由人
员的未成年子女、困难家庭、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 有不良行为
青少年、 社区矫正人员等特定
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 鼓
励支持有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
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发挥
“三社联动”优势。 加快农村社
区社会组织发展， 引导它们有
序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在
脱贫攻坚、 就业创业、 生产互
助、卫生健康、文化体育、社会
治安、纠纷调解、生活救助、减
灾救灾、 留守人员关爱等方面
发挥作用。 支持高校毕业生、复
转军人和返乡创业农民工创建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或到农村社
区社会组织中就业。

（据《华商晨报》）

深圳：“同一天生日”网络募捐发起方被处罚

天津：加快社会组织审批制度改革

辽宁：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