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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王济武出席并致辞

2018 年 7 月 7 日，第八届中
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
学举行。 本届论坛由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主办，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
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
室）、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协办。

论坛以“社会治理：40 年改
革开放回顾与新时代展望”为主
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回顾总结 40
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变革的历史
进程、 宝贵经验和重大成就，深
入研讨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解
决的重点问题。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顾秀莲在致辞中指出，本
届论坛以“社会治理：40 年改革
开放回顾与新时代展望”为主题
意义重大，要充分认识改革开放
40 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伟
大成就，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是
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必由
之路的信心，全面开启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的新征程。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王济武在致辞中阐述了社会
工作的重要性，并从顶层设计和
制度安排、 专业引领与本土创
新、人才队伍建设与优化三个方
面对社会工作发展提出建议和
要求。“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抉择，是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由
之路，让我们携起手来，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不断推动社会工
作发展，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
社会建设、实现全面小康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王济武说。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

致辞中指出，学校将进一步推进
体制机制创新、积极协同社会各
方优质资源、 加大支持力度，使
之成为新型国家高端智库、学术
重镇和人才培育基地。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
群发表题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主旨演
讲。 他指出，纵观 40 年的历史进
程，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变革大体
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78 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到 1992 年党的十
四大，主要是冲破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逐
渐放松社会领域管控，着重释放
社会活力，让全社会活跃起来。

第二阶段，从 1991 年党的十
四大召开到 2012 年党的十八
大，主要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基

本框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治理的新路子，着重引
导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

第三阶段， 从 2012年党的十
八大到现在，主要是以习近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
化社会治理变革，着重推进社会治
理体系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
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运行。

他认为，40 年来， 我国社会
治理领域变革实践中积累了丰
富经验，主要是：坚持不断解放
思想， 推动社会治理理论创新；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开拓中国特
色社会治理之路；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依靠群众创新社会治理；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社
会治理体制创新；坚持运用多种
手段， 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坚持统筹协调推进，筑牢社会治

理创新基础；坚持加强和改善党
的领导，充分发挥在社会治理变
革中的核心作用。

他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已进入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 当前今后一段时期
内，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治理需要着重解决以下七方面
问题： 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为重点，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和幸福感； 以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治理格局为重点， 不断深化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以加强“自治
法治德治”为重点，不断健全社会
治理体系； 以促进事业单位改革
为重点， 不断提升社会治理创新
保障水平； 以加强城乡社区体系
建设重点， 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现代化；以提高“四化”水平为
重点， 不断增强社会治理创新能
力；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重点，

不断发挥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
论坛举行了《当代中国社会

大事典（1978-2015）》（以下简称
《大事典》）新书发布仪式。 商务
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指出，《大
事典》 编写目的是为了全面、系
统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
会领域的理论创新、 体制创新、
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真实记录
这个时期社会领域改革发展的
演变脉络、 重大事项和辉煌成
就，以铭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历
史，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持续推
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编
委会主任为魏礼群，该书荣获国
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是国家社
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
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信息库建设”
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北京师范
大学打造国家高端社会治理智
库的重点工程。《大事典》综合卷
共十二章、2400 多个条目、320 余
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华文出版
社出版。 北京卷即将出版，其他
地方卷也在加紧开展工作。

在捐赠仪式环节，江苏银行、
深圳市炽昂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梦创双杨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启迪巨人教育集团分别
向北京师范大学捐赠“社会管理
创新基金”，用于中国社会管理研
究院/社会学院智库建设、 资政、
科研、育人、合作等工作。

下午，四个分论坛“社会治
理 40 年历史变革与新时代新征
程”“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
“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互联网
社会与社会治理创新” 同时举
行，50 余位领导、 专家发表精彩
演讲和点评。 （王勇）

2018 年 7 月 6 日上午，2018
年“集善扶贫健康行·三星爱之
光”公益项目捐赠仪式在甘肃省
康复中心医院举行。 捐赠仪式
上，中国三星向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捐赠 1000 万元用于开展

“集善扶贫健康行·三星爱之光”
项目。

中国残联副主席王新宪，甘
肃省政府副省长何伟，中国三星
总裁黄得圭，中国三星首席副总
裁王彤， 甘肃省残联党组书记、
理事长华文哲， 省残联副主席、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朱
雪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
书长张雁华，省残联副理事长蒋
录基等出席捐赠仪式。 此次仪式
由朱雪明主持。

据悉，中国三星早在 2007 年
就携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投身
于扶残助残的公益事业当中。 自
2010 年起，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与中国三星开展了为期五年
的“集善三星爱之光”系列公益
项目，中国三星每年向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捐助 1000 万元，为
盲人、聋人、肢残、脑瘫、自闭症、
智障等类型残疾人开展综合性
扶残助残公益项目。 此次捐赠是
中国三星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携手开展的第二期系列公
益项目———“集善扶贫健康行·
三星爱之光”，2018 年，中国三星
计划在甘肃临夏、 云南怒江、四

川凉山地区开展“启明行动”和
“助学启能行动”，分别实施贫困
儿童眼疾手术的治疗和特教学
校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其中甘
肃省执行 270 多万元捐赠资金，
主要为临夏州青少年眼病患者
实施 300 余例手术，选定省康复
中心医院负责实施手术和治疗
工作。 对州特教学校进行无障碍

改造，将惠及 200 余名师生。
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华

文哲在致辞中对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和中国三星的爱心捐
赠表示感谢，要求临夏州残联认
真做好病员组织、 无障碍改造、
项目宣传等工作，帮助残疾青少
年更好的融入社会生活；省康复
中心医院周密安排、 严格操作，
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实施，帮助更
多的青少年眼病患者摆脱病困、
重见光明。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
书长张雁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
了甘肃省残联、省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的工作，她指出，甘肃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有一支强有力
的项目执行团队，我们将一起制
定临夏州项目实施细则，认真做
好项目前期调研评估，把好受助
者的筛选关， 规范实施流程，加
强典型案例的收集和宣传，将中
国三星的善心和大爱传递给每
一位受助者，为其他省份项目实
施提供经验借鉴。 我们也要和中

国三星一起严格监督项目的执
行过程，全面了解残疾人需求和
项目实施的效果，把“集善三星
爱之光”项目打造成深受广大残
疾人朋友欢迎，能够扩大中国三
星社会影响力的品牌公益项目。

中国三星首席副总裁王彤
在讲话中提出，中国三星积极响
应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今年 6 月
正式对外发布“中国三星脱贫攻
坚计划”， 宣布未来三年计划投
入 1.5 亿元扶贫专项基金， 重点
支持三区三州、集中连片深度贫
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事业。 自今年
起“集善三星爱之光行动”，选定
云南怒江、四川凉山、甘肃临夏
等三州地区，将实施先天性视障
儿童免费复明手术，实现当地贫
困视障儿童全覆盖。 未来，中国
三星将继续积极参与和推动公
益事业发展，与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一起，为 8500 万中国残疾
人朋友们谋福利。

（李庆）

2018 年“集善扶贫健康行·三星爱之光”项目
捐赠仪式在甘肃兰州举行

� � 中国三星总裁黄得圭（左）向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王新宪
递送捐赠支票

《当代中国社会大事典（1978-2015）》新书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