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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街头，志愿者为艾行动！

� � 《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
条例》 经辽宁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一审通
过，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这是全国首部社会组织
管理地方性法规。

《条例》针对社会组织法
规制度建设滞后、 管理体制
不健全、 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不足等问题， 从强化职能部
门的事前审核、 事中事后服

务和监管职责入手， 提出具
体解决方案。

《条例》突出了社会组织
党的建设， 确立了社会组织
综合监管体制， 规范了社会
组织登记许可， 强化了社会
组织内部治理， 加强了事中
事后监管。

辽宁省民政厅副厅长
石崧表示， 辽宁省民政厅
将广泛深入开展《条例》的

宣传普及，对有关部门、人
民团体相关人员和社会组
织负责人进行专题培训，
不断提升加强社会组织管
理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能
力。 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
策， 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
组织政策法规体系， 为推
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
制度保障。

（据《辽宁日报》）

重庆：志愿服务组织统一标识成效初显

湖北：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 � 近日， 湖北省扶贫攻坚
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印发广
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的通知》，要求广泛
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 坚决打赢全省脱贫
攻坚战。

《通知》指出，要充分认
识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
重大意义， 广泛引导和动员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构
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
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发
挥湖北省近 3 万个社会组织
的专长和优势， 将积极参与

脱贫攻坚作为服务国家、服
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
的重要手段和拓展自身发展
空间、 促进业务提档升级的
有效途径。

《通知》明确，把握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重点方
向。 要着力把握好湖北省四
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突出
深度贫困县、 深度贫困村为
重点区域，产业、教育、健康、
易地搬迁、法治等扶贫领域，
捐赠、结对、项目、社工、志愿
等扶贫路径，省级、市州级社
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科技

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社
会服务机构、 基金会等重点
社会组织的优势。

《通知》提出，要强化社
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政策
支持， 加强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的组织领导。 要加强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的组织协调，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
各司其职、强化合作，创新动
员体制机制， 实化细化工作
举措， 不断凝聚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强大合力， 加大舆论
宣传力度。

（据民政部网站）

� � 为落实《志愿服务条例》，加强对
志愿服务组织的指导，规范志愿服务
行为， 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重庆市民政局将志愿服务组织统一
标识工作作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决策部署加
以推进，成效初显。

一是制发《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在
全市性社会组织中开展志愿服务组织
身份标识工作的通知》，在全市社会组
织中开展志愿服务组织标识工作，引
导基层志愿服务组织规范发展。

二是全面排查志愿服务组织数
量。通过全市民政综合业务平台系统
排查， 共梳理了 138 家名称中含有

“志愿服务”“志愿者”“义工” 等字样
的志愿服务组织。

三是改造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信
息系统，按照要求新增志愿服务标识
等字段，便于公众查询识别；公告志
愿服务组织情况，通过重庆市民政局
网站、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告志愿服
务组织标识信息， 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

四是明年 6 月 30 日前， 全市
138 家名称中含有“志愿服务”“志愿
者”“义工”等字样的志愿服务组织全
部完成统一标识。截至目前，有 12 家
申报认定的志愿服务组织得到及时
标识。 （据重庆市民政局）

� � 12 月 1 日，嘎玉一大早便从
位于朗赛二区的家中出门径直
驱车开往拉萨宇拓路附近的停
车场。

这天是第 31 个“世界艾滋
病日”。 此时，清晨寒冷的宇拓
路上行人极少， 但一些单位和
医务工作者早已在这条街的一
侧精心布置着宣传展板。 他们
呼着寒气、搓着双手，将宣传用
的册子和一些药物、 宣传包端
放于桌面上。

嘎玉大步走到现场，很快在
人群里发现了他的伙伴格桑顿
珠和平措，还有其他志愿者。 他
熟练地加入其中，忙碌起来。

格桑顿珠、嘎玉、平措以及
其他志愿者同属于西藏首个民
间防治艾滋病志愿者团队。 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成为防治艾滋病
志愿者已有多年。 他们常年自愿
奔走于西藏的乡野山村，以宣教
为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艾滋
病、性病、结核病、包虫病、妇科
等疾病的传播途径、症状、预防
措施进行普及性宣传到户，为最
基层的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
健康咨询。

就在几天前，嘎玉和同为志
愿者的伙伴刚刚从那曲返回拉
萨。 在将近 20 天的时间里，作为
西藏防治艾滋病志愿者成员，嘎
玉和同伴参与了一场由那曲市
教体局、卫计委、疾控中心、全市
各学校组成的大型防治艾滋病
宣传教育活动。

在 87 场宣教活动中，受教
学生及家长达 17904 人。据悉，
这在全区范围内开创了在学
生及其家长当中 （大规模）宣
传防治艾滋病等健康教育活
动的先例。

来自那曲市巴青县牧区的
嘎玉，虽未上过学，却颇有经商
头脑。 早年，他就从老家打拼走
上了一条自身的富裕之路。 从牧
区走出来的嘎玉，自始至终都不
曾忘记牧人本色。

那几年，富起来的嘎玉常来
往于拉萨和成都。 2013 年，在成
都市华西医院遇到不少因语言
障碍无法就医的藏族同胞，他自
愿成为一名志愿者，为病人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那时候，穿梭于医院各病房
里的嘎玉第一次知道了“艾滋
病”，也看到人们谈“艾”色变。 当
他得知，一些大学生感染艾滋病
多缘于无知或轻视时，嘎玉很是
吃惊。

于是，嘎玉自愿成为一名防
治艾滋病的志愿者，在多次参加
相关培训后，他从自家大学生开
始， 为亲朋好友普及防艾知识。
那会儿， 他还没有固定的团队，
但总有那么几个人是志同道合
的，来自那曲市索县的平措就是
其中之一。 自 2013 年起，嘎玉和
平措一起成为防治艾滋病志愿
者的一股力量。 他们常常自掏腰
包，走村入户开展宣教活动。

后来，嘎玉和平措又认识了

格桑顿珠。在西藏防治艾
滋病的民间领域，格桑顿
珠可以说是一名资深的
志愿者。

2002 年至 2014 年，
格桑顿珠作为瑞士外援
的一个健康教育项目负
责人在自治区红十字会
工作了 12 年。“我负责的
那个项目中有一块是关
于防治艾滋病的，我由此
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他
介绍道。

作为防治艾滋病领
域的民间力量，2015 年 3
月，格桑顿珠又被拉萨市
城关区疾控中心聘请参
与到创建全国艾滋病综
合防治示范区的工作中。

后来，他们又结识了
更多有着共同理想与信念的志
愿者。 次仁曲宗，来自山南市贡
嘎县，是一位导游。 作为该团队
首位女性志愿者， 次仁曲宗认
为，一个母亲是否健康对整个社
会的影响不容小觑：“母亲身心
健康，新生儿的健康就可以获得
最大化的保证。 积极预防母婴传
播，向女性广泛宣传艾滋病以及
其他疾病防治知识，提高基层农
牧民、外来打工者、学生对艾滋
病的知晓率，知艾防艾，是我们
共同努力的方向。 ”

如今，这个分布在全区境内
以开展防治艾滋病、性病等健康
教育和健康促进为主的西藏首

个防治艾滋病志愿者团队拥有
33 名成员，其中包括 6 位女性。

记者了解到，这个团队里的
志愿者都曾参加过卫生与疾控
及红十字会等部门和机构举办
的防治艾滋病、性病、结核病、包
虫病、急救、无偿献血等健康教
育培训班；都先后取得了相关培
训证书、结业证书和“中国红十
字会志愿者证”。

就在 11 月 30 日当天， 这个
团队收到了自治区民政厅的文
件批复，同意成立为西藏防治艾
滋病协会。 格桑顿珠担任该社团
法定代表人，由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主管。

格桑顿珠感慨地说， 在西
藏， 我们的志愿者一直在行动。
而且，一直以来，我们的工作得
到了各级政府和各级卫生疾控
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不仅每
年参与相关培训，各有关部门还
积极为我们搭建了协作桥梁，工
作得到了全区广大群众的拥护
与爱戴。 他说：“今后，志愿者的
脚步不会停，我们将继续努力在
全区境内通过形式多样化的宣
教方式，开展防治艾滋病、性病
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服务。 为艾
滋病患者及孤儿提供心理辅导
咨询及生活救助。 ”

（据西藏日报客户端）

北京： 社会组织不得设立义务教育营利
性民办学校
� � 11 月 29 日， 北京市教委发布
《北京市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办
法》。《办法》规定，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设立
营利性民办学校，但不得设立实施义
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同时， 设立营利性民办高等学
校， 应当纳入本市高等学校设置规
划，按照学校设置标准、办学条件和
学科专业数量等严格核定办学规模。

中等及中等以下层次营利性民办学
校办学规模由区级政府根据当地实
际制定。

《办法》规定，民办学校包括实施
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及民办教
育机构，以及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
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
学校及民办教育机构。

（据《北京商报》）

宣传活动中西藏防艾滋病志愿者的身影（图片来源：西藏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