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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出台措施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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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山东：将排查“旧衣服回收箱”

辽宁：开展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验示范活动

� � 近日， 河北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
省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针对全省社会组织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 提出了加大扶持培育
力度、加强党的建设、强化综合
监管、 搭建服务平台和完善保
障机制等 5 个方面 22 条创新
务实措施。 旨在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全面落实省委九届六次、七

次、 八次全会有关决策部署，加
快解决河北省社会组织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发挥社会组
织的作用，推动全省社会组织实
现高质量发展。

根据《若干措施》，河北省将
积极推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
务、社会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及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加
大对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政策资
金支持等政策的落实落地，全力
推进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中心）的建设，大力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重点培育科
技类、慈善类社会组织，在省和
各市分别打造 10 家以上有一定
知名度、作用发挥突出的品牌社
会组织。《若干措施》还提出要持
续提升社会组织党建“两个覆
盖”质量、加快构建社会组织领
域风险防范机制、积极搭建社会
组织服务平台和全力支持雄安
新区社会组织发展等一系列工
作任务。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 � 辽宁省民政厅高度重视城
乡社区治理工作，为高质量推进
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发展，将开展
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验示范活
动作为 2019 年全省民政重点工
作列入省民政厅“重实干、强执
行、抓落实”专项行动的重点内
容，研究制定了《关于开展城乡
社区治理创新实验示范活动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
全省开展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
验示范活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高质量发展。
《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和实验目标三方面内容。
实验目标是：2019 年，全省分别
确定创新实验示范县（市、区）15
个，创新实验示范乡镇（街道）25
个， 城乡创新实验示范社区 60
个。各实验示范单位进行至少为
期两年的创新实验工作。 到
2020 年， 基本形成基层党建统
领、基层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
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使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公

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得
到有效保障。城乡社区基本建成
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
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不断提高
居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
全感。再过 5~10 年，城乡社区治
理体制更加成熟定型，社区治理
能力更加精准全面，为夯实党的
执政根基、巩固基层政权提供有
力支撑，为推进全省社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
基础。

（据民政部网站）

� � 针对居民小区“旧衣物回
收箱”缺乏监管的问题，山东将
对所有居民小区“旧衣物回收
箱”情况开展一次排查摸底。

山东要求， 要立即组织力
量， 对本地市县范围内所有居
民小区“旧衣物回收箱”情况展
一次排查摸底，摸清“旧衣物回
收箱”的放置主体、数量、形式
和审批单位。尤其对以公益、慈
善、爱心等名义设置的，要进一
步摸清放置单位是否是慈善组
织、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设
置“旧衣物回收箱”行为是否履

行了公开募捐方案备案手续等
情况。

对假冒慈善组织、 慈善组
织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 公开
募捐方案未履行备案手续或打
着公益、 慈善、 爱心名义设置
“旧衣物回收箱”实为公司开展
营利行为的， 各地民政部门要
及时跟进调查，采取约谈、劝阻
等措施，责令其停止活动、撤离
“旧衣物回收箱”; 对不听劝阻
继续违法设置从事公开募捐活
动的，要严格依法查处。

（据光明网）

深圳：“供深食品”100项团体标准发布
� � 3 月 27 日上午， 深圳标准
促进会在市工商物价大厦召开
供深食品团体标准新闻发布会。

深圳标准促进会理事长周文
宣读了深圳标准促进会关于供深
食品 100项团体标准的通知，制
定形成的供深食品团体标准涵盖
了“果、菜、鱼、肉、蛋、米、面、油、
味、奶、糖、酒、茶、饮、糕”十五大
类产品。 市人大代表吴滨透露，
标准制定过程中，项目团队先后
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4 次审
定会，同时开展了 3轮意见征求，

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作为供深食品团体标准的

归口与发布单位，深圳标准促进
会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牵
头联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检
测技术机构和食品企业等共 33
家单位共同发起，于 2018 年 11
月 9日通过市民政局注册，目前
已有多家单位申请入会，为供深
食品标准体系建设、供深食品标
准的制定发布以及供深食品评
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平台。

（据《深圳商报》）

（上接 03 版）
社会组织进一步健康发展。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改革社会
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行业协会
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
案》， 民政部出台支持和规范社
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全国
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
理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行业协会
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效。 建立了全国性和省
级社会组织新闻发言人制度，启
动社会组织法人库建设，社会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
取得阶段性成果。 联合公安部大
力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
监管全面加强。 中办印发《关于
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
意见（试行）》，全国性社会组织
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
“全覆盖”。 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
印发《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从
2012 年开始，民政部连续 7 年实
施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服务示范项目，共立项 3117
个，累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 13.8
亿元。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依法
登记社会组织 81.6 万个，其中社
会团体 36.6 万个、社会服务机构
44.3 万个、基金会 7027 个，社会
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公共
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公
益慈善事业、 创新社会治理、开
展对外交流交往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专业社会工作继续迈出新
步伐。 建立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
服务制度，完善了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使用与激励保障机制，健全
了初、中、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

作者职业资格制度。 出台了促进
社会救助、脱贫攻坚、社区建设、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社区矫
正、心理健康、职工帮扶、青少年
事务等领域专业社会工作发展
的政策及行业标准。 健全了社
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
动”机制。 实施了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
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计划及重大
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社会工作
服务国家支援计划等项目。 截至
2018 年底，持证社会工作者近 44
万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
120 万人，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
到 9700 多家。

志愿服务制度化迈上新台
阶。 国务院公布《志愿服务条
例》，民政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
印发《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
组织的意见》《关于公共文化设
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 志愿服务记录制
度在全国基本建立。 全国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投入应用，截至 2018
年底， 注册志愿者超过 1 亿人，
注册志愿团体 58 万个， 发布志
愿服务项目 200 万个，累计记录
志愿服务时间 12.8 亿小时。专业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逐步从民
政领域拓展到社会治理、公共服
务等领域， 成为增进民生福祉、
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区划地名专项行政管理
有力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行政区划设置科学性、规范
性、有效性大幅提升。 针对我国
城镇结构体系失衡的突出问题，
国务院批准新的设立县级市标

准， 启动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工
程，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2018
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行政区划
管理条例》， 为优化行政区划设
置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 2012 年
至 2018 年， 稳妥有序实施县级
以上行政区划调整 176 件，为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部署
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行政区划载体支撑。

2014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 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共普查地名 1320 多万条， 跨省
界地名 1.2 万余条，新设、更新地
名标志 68 万多块，建立了国家、
省、市、县四级地名数据库，形成
了标准地名图、录、典、志等一批
转化成果。

地名管理服务与文化建设
持续加强。 制定了朝鲜语等系列
外语地名译写导则、南极地名命
名等国家和行业标准。 组织开展
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活动。 37 个
试点地区圆满完成地名地址库
建设试点。 印发《关于加强地名
标志设置和管理的指导意见》，
各地创新设置新型地名标志，为
社会提供更加便捷的地名标志
导向服务。 开展了“一带一路”沿
线部分国家和地区地名译写审
核工作。 分级分类分批开展古
县、古镇、古村落等地名文化遗
产保护等活动。

界线管理工作规范有序开
展。 完成第三轮共 68 条、 总长
6.2 万公里的省界联检任务,启动
了第四轮省界联检工作。 深入推
进平安边界建设，妥善排查处置
界线纠纷隐患，维护了边界地区
社会和谐稳定。

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网
络技术为民政各项事业的快速

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民政部
研究出台《关于统筹推进民政信
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推进“金
民工程一期”、 电子政务内网等
重大工程项目，推进民政信息化
建设由分散、分割向集中、动态、
关联转变，实现数据精准、业务
协同、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2018
年 5 月，民政部发布《“互联网+
民政服务”行动计划》，提出运用

“互联网+”改革创新民政服务手
段和方式，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
的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婚姻服
务、殡葬服务、社区治理、区划地
名等百姓关心、社会关注的民政
服务的发展目标。

这是一个改革创新的时代，
改革创新成为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的强力引擎。 为深化“放管服”
改革， 更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
去年国务院已经同意取消养老
机构设立许可，全面放开养老服
务市场。 为破解城市基层治理

“最后一公里” 难题，2018 年 2
月，北京市全面深化街乡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出了“街乡
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进
一步提升了街乡统筹能力和部
门服务基层的能力。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加
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民政开
拓视野、 互学互鉴的重要途径。
目前，民政部已与多个国家签署
双边协议，举办和参与了多项重
大多边和双边活动，开展了“中
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业合作”
“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
童保护”“中国-欧盟社会保障改
革”等合作项目。 通过国际交流
合作，借鉴国际经验，促进了民
政事业的改革发展。

……
凭借新时代的东风，民政事

业正以崭新姿态在服务国家改
革发展的征途上昂首阔步，奋力
前行。

（据《中国社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