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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名志愿者已超 1 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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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月 5 日是国际志愿者日。
在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一系
列相关活动在多地展开。

12 月 1 日，《志愿服务条例》
实施一周年暨国际志愿者日宣
传活动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
街街道举行， 民政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詹成付出席活动。

与此同时，第四届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2018 年志
愿服务交流会（以下简称“志交
会”）也在四川德阳拉开帷幕。

全国志愿服务组织已超过
1.2 万家

《志愿服务条例》实施一周
年暨国际志愿者日宣传活动以
视频、展板、宣传册等多种形式
生动活泼地向志愿者和广大群
众深入宣传《志愿服务条例》，展
示志愿服务发展新成果。 现场还
开展了志愿者实名注册和书法、
绘画、剪纸、非遗讲解等志愿服
务活动。

詹成付观看了《志愿服务
条例》 实施一周年成果宣传片

和展板， 考察了志愿者注册和
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情况， 详细
询问了北京市志愿者数量和志
愿服务队伍情况， 与现场的志
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亲切互
动， 对北京市志愿服务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

詹成付指出，志愿服务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蕴含着
丰富资源， 拥有着广阔舞台，全
社会都要关心支持志愿服务事
业，建立健全志愿者激励保障机
制，进一步激发志愿服务的社会
参与热情。 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和
志愿者要积极作为，用实际行动
建功新时代。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巡
视员李波在致辞中表示，《条例》
实施一周年来，天津、辽宁、浙江
等越来越多的省市通过地方立
法理顺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志愿服务工作合力不断增强。 志
愿服务组织不断发展、志愿者队
伍快速壮大。 越来越多的志愿服
务组织和志愿者积极投身打赢
脱贫攻坚战等党政关注、群众急
需的社会服务中。

据统计 ， 截至今年 11 月
底，全国志愿服务组织已超过
1.2 万家，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
系统汇集的实名志愿者已经
超过了 1 亿人。 全国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中记录的志愿服务
时间累计达 12 亿小时，“即使
按最低小时工资平均标准 15
元计算，折合经济价值也已超
过 180 亿元”。

下一步，民政部将会同相关
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落
实《条例》要求，推动出台志愿服
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等制度
建设，加快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制
度，研制志愿服务标准，加强志
愿服务信息化建设，创建志愿服
务活动品牌，依法保障广大志愿
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对
象合法权益。

590 个志愿服务项目角逐
志交会

在四川德阳举办的第四届
志交会以“青春志愿行·奉献新
时代”为主题。 开幕式上，团中央
书记处书记奇巴图奇巴图在致
辞中指出， 伴随着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进程， 青年志愿者行
动已经成为广大青年服务祖
国、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在实
践中锻炼成长的重要平台。 志
交会是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为推动中国志
愿服务事业在新时代的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

志交会从 2014 年开始举办，
历经广州、重庆、宁波、成都等
地， 本届是第一次在地级市举
办。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
中心副主任孟春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 之所以选择德阳，是
因为整个四川的志愿服务有着
深厚的基础。

人们常说 2008 年是中国的
志愿服务的元年，是因为这一年

中国的志愿服务在制度化、有序
化和组织化等方面发生了重大
的转折，标志性事件就是汶川地
震和北京奥运。

从 2008 年到现在，整个四川
的志愿服务相当于在一个新的
阶段上走过了十年。 在这个阶段
里，四川的志愿服务无论是在应
急救援、大型赛会，还是在助老
助残、社区服务等方面，都进行
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为团中央把
赛会定在四川奠定了非常好的
实践基础。 当然，这期间四川也
沉淀了很多志愿服务方面的理
论成果，所以无论是实践还是理
论方面，四川的志愿服务基础是
很好的。

汶川地震时，德阳的什邡、
绵竹等地受创很重， 在抗震救
灾期间活跃着大量志愿者的身
影， 也因此留下了很多志愿的
种子，这些种子如今已经发芽。
能感觉到， 目前德阳的志愿底
蕴、 志愿风貌同样是非常深厚
和浓郁的，“所以我们在综合考
虑后 ， 把本届赛会定在了德
阳。 ”孟春表示。

本届展会分为赛会单位展

区、社会组织开放区、群众互动
区以及公共发布区 4 个区。 A
区赛会单位展区由 36 个省级
赛会单位的展棚组成， 集中展
示各地志愿服务工作的开展情
况 ；B 区社会组织开放区包涵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 20 个
全国一些未参赛公益项目、公
益基金、 具有示范性的社会组
织；C 区群众互动区由一些群
众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 16 个
本地志愿服务项目构成； 公共
发布区则给各省级赛会单位提
供一个展示本地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的平台，由 36 个赛会单位
和部分志愿组织轮流登台，作
志愿服务展示或优秀志愿项目
推介。

在为期 3 天的志交会各项
活动中，全国 590 个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将通过公开评审和路演
答辩的方式角逐大赛的金银奖
项目。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志愿
服务展示交流、学术交流、优秀
项目分享会、 志愿服务社区行、
2018 年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发布
大会等活动。

（据公开报道综合）

11 月 29 日，民政部、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检
查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况的通
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
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
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 关于

“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国资委要在 2018
年底前部署检查行业协会商会
收费情况，纠正不合理收费和强
制培训等行为，并建立健全行业
协会商会乱收费投诉举报和查
处机制”的要求，六部门将从 12
月开始分三阶段检查行业协会
商会收费情况，以进一步规范行
业协会商会会费、经营服务性收
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费行

为，严格查办行业协会商会违规
收费行为，降低不合理和偏高收
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

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一）调
整规范行业协会商会会费情况，
包括会费标准的制定程序、会费
档次、停止重复收费、规范以产
销量、企业规模等为基数收取会
费等；（二）调整规范行业协会商
会经营服务性收费、纠正不合理
和偏高收费情况；（三）调整规范
行业协会商会行政事业性收费
情况；（四）调整规范行业协会商
会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五）
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
投诉举报制度情况；（六）执法查
处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情况，
重点是查办强制收费、 强制培

训、强制入会、妨碍退会和利用
评比达标表彰、依托政府部门违
规收费工作。 各地需提供至少 6
个典型案例；（七）巡视、督查、审
计以及上级部门转办线索查办
情况。

本次检查以书面检查为
主，实地检查为辅。 各地要按
照《通知》要求，提交清理规范
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工作的报
告。 报告要针对检查的七项内
容形成详实材料，突出基本情
况、具体数字 、存在问题和政
策建议。 民政部、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
国资委等部门有关司局负责
同志带队， 财政部派员参加，
对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行
业协会商会收费情况和部分

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
况进行实地检查。

检查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
况，要坚持清理与规范相结合，
坚持清理与减负相结合， 坚持
清理与查处相结合，通过检查，
切实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
为，减轻企业负担，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 具体工作分三个阶段
进行：

（一）自查自清阶段（12 月中
旬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
政厅（局）、市场监管局、发展改
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国资
委要在 12 月中旬前， 就清理规
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工作进行

“回头看”，对本地区行业协会商
会收费情况进行自查自清，形成
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工

作的报告。 报告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相关部门会签，在 12 月
15 日前分报民政部、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
务院国资委。

（二）实地检查阶段（12 月底
前）。 在各地提交的清理规范行
业协会商会收费工作报告基础
上，对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况和部分
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况
进行实地检查。

（三）总结报告阶段（2019 年
2 月底前）。结合书面检查和实地
检查的情况，民政部、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将检查行业
协会商会收费工作情况汇总上
报国务院。

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检查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况的通知》

五部门将分三阶段检查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况

展示交流活动现场（网络图片）

第四届志交会开幕式启动仪式（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