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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民间组织将实施 200项民生项目

民政部：借捐赠回收旧衣物牟利违法

� � 4 月 27 日至 28 日， 第二届
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
络论坛于京举行。 南都记者获
悉，未来两年，合作网络将以“丝
路一家亲”行动为重点，进一步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
间组织建立 500 对合作伙伴关
系，在沿线国家开展 200 项民生
项目，为沿线各国人民带来更多
实实在在的福祉。

“一带一路 ” 倡议源自中
国，但机会属于世界

中联部部长宋涛在会上表
示，“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发展
与沿线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
需要沿线各国各界人士的积极
广泛参与， 尤其需要广大民众
的理解和支持。 通过给沿线各
国民间组织搭建平台， 合作网
络对于各国民间组织交流发展
经验具备建设性作用， 同时对
于增进民众认同“一带一路”倡
议，培养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具
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 倡议源自中
国，但是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
宋涛说，合作网络成员组织要强
化沟通协作，不断增强合作网络
的向心力和影响力， 同时要在

“一带一路” 大项目合作营造良
好的民意氛围上下功夫，积极参

与“丝路一家亲”行动计划，进一
步织牢利益纽带。

宋涛还提到，民间组织交流
合作不仅要关注经济发展，还要
注重人文交流，在“一带一路”倡
议不断推进下，沿线各国人民的
交流日益频繁， 合作不断扩展，
各种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文
物展、 图书展活动也不断丰富，
未来的民间组织交流合作还要
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推动各国
文化交相辉映。

310 家成员组织未来将开
展 200 项民生项目

据悉，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
织合作网络是由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 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议
建设，之后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
流促进会（以下简称中促会）作
为发起方，与各国合作伙伴迅速
响应，建立合作网络。 旨在结合

“一带一路”建设，结合沿线重要
节点、重点项目，发挥民间组织
的优势与长处，促进沿线国家民
间往来与合作。 经过近两年发
展，南都记者了解到，目前合作
网络已有 69 个国家的 310 家成
员组织加入（其中外方 173 家，
中方 137 家）。

此次论坛上，来自 22 个国

家和地区的约 170 名中外民间
组织机构代表围绕“深化务实
合作、共创美好生活”主题深入
探讨。

开幕式上，中联部副部长、
中促会顾问、 合作网络国际指
导委员会主席王亚军介绍，过
去两年间， 合作网络针对扶贫
教育医疗等领域推动民间组织
在沿线国家开展了 200 多项民
生项目的交流合作，2018 年，中
国数十家合作网络成员组织集
体“走出去”，赴柬埔寨和尼泊
尔与当地民间组织合作开展民
生项目， 签署合作协议金额约
600 万美元。

王亚军称，未来两年，在中
促会倡议下， 合作网络将开展

“丝路一家亲”行动，进一步扩大
合作领域，重点推动沿线国家的
民间组织建立 500 对合作伙伴
关系，在沿线国家开展 200 项民
生合作项目。

致力于发展小而美小而精
的民生项目

在开幕式上， 也有多位代
表谈到， 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是
打造民意相通的平台， 要注重
致力于发展小而美、 小而精的
民生项目。

南都记者关注到， 在开幕

式前， 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
合作网络论坛还组织了一个成
果展示会，介绍了 11 家中方民
间组织在近两年来推动“一带
一路” 民间合作方面的优秀成
果，其中不乏小而美、小而精的
民生项目。

据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乔卫在成果展示会上介绍，
自 2014 年开始， 中国华侨公益
基金会即关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并和周边国家开展相关公
益活动， 让其印象深刻的是，自
2016 年开始的缅甸光明行活动。
2016 年，公益基金会与眼科医院
合作，相继往缅甸派遣五支医疗

队伍，给当地的贫困的白内障患
者免费实施手术。“最初第一支
医疗队到当地，民众不知道是中
国医生前来做手术， 我 2017 年
随队前往缅甸，亲自为一位患者
揭开手术治愈后眼睛上的纱布，
在揭开纱布的一刹那，他第一时
间说出的是谢谢你中国，我那一
刻非常感动。 ”乔卫说。

据了解，基金会下一步还将
与缅甸的民间组织深化合作，开
展医师培训等工作，并考虑援建
卫生院等，“我们民间组织就是
要在民心相通上多做努力。 ”乔
卫说。

（据《南方都市报》）

� � 中联部部长宋涛在第二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
上作主旨演讲

� � 近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发布《关于不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
公开募捐活动的提示》。 一些社
会组织、 企事业单位在不具备
公开募捐资格的情况下， 以公
益慈善用途为名在各地开展旧
衣物等废旧物品捐赠回收活
动， 有的还将公众捐赠的旧衣
物销售牟利。 这种行为违反了
《慈善法》的规定，损害了捐赠
人的合法权益， 影响了慈善事
业的形象。

与有相关资质的企业开展
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的性质不

同， 以公益慈善名义开展旧衣
物等废旧物品捐赠回收， 属于
公开募捐活动。 根据《慈善法》
的规定， 只有登记或者认定为
慈善组织且取得公开募捐资格
的社会组织，才能开展公开募捐
活动。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不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其他组织
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合作， 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
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 ，
应当严格按照《慈善法》及相关

法规政策要求制定募捐方案 ，
公布募捐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社会组织在《慈善法》实施以前
已经开展的公益慈善项目，在
《慈善法》实施以后并不能当然
延续， 应当对照法律规定进行
清理。 如果属于公开募捐活动
的， 应当按照法律要求具备公
开募捐资格以后才能继续进
行，否则属于违法行为。

社会公众参加慈善募捐活
动之前， 请先核实活动举办方
的合法身份和是否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

（王勇）

广东：基层儿童主任达 2.5万

� � 2015 年 8 月，民政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
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工作的通知》，明确建立儿童福利
主任队伍，解决儿童福利工作“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广东省民政厅
自 2015 年 9 月以来，通过下发文
件、加强培训、实地督查等方式推
进试点建设。

2017 年 7 月，举办广东省儿
童全面保护及服务体系提升试点
项目（惠童一期）启动会暨第一次
培训， 佛山市三水区、 梅州兴宁

市、江门市江海区、肇庆四会市被
定为首批试点。

经过近三年实践 ， 截至
2019 年 3 月底，4 个试点地区共
31 个村（社区）设立了 31 个儿
童之家、31 名儿童主任 、12 名
儿童督导员，为 23000 多名儿童
（含 560 多名困境儿童）提供关
爱服务。

2018 年 9 月，广东省民政厅
联合多部门出台《关于加强困境
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的通知》及《关
于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

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体系的意见》
两份关于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政策
文件，明确提出抓好村（居）儿童
主任、镇（街）儿童督导员配备工
作，确保全省村（居）、镇（街）全
覆盖。《意见》出台后，各地市积
极落实基层工作队伍建设。 据统
计， 截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全
省在镇（街） 配备儿童督导员
1607 名、在村（居）配备儿童主任
25225 名， 实现基层儿童工作队
伍全省覆盖。

（据民政部网站）

� � 日前，《浙江慈善事业发
展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
告》）在杭州正式发布。 此次发
布慈善事业专题研究报告在
浙江尚属首次。

《报告》显示，自 2017 年
开展首批慈善组织身份认定，
截至 2018年 10月， 浙江省依
法登记并予以认定的慈善组织
达 588家， 获得公开募捐资格
的 92 个，居全国省份排名第 3
位。 拥有注册志愿者 1464 万
人， 已基本形成了政府管理+
公益慈善组织+线上线下慈善
项目与志愿服务的完整链条。

《报告》显示，在经济效益
不断增长的同时，浙商慈善理
念与行为正全面融入企业成
长过程。 从慈善捐赠主体来
看，企业仍然是浙江社会捐赠
最主要的力量。 浙江百强企业
中，慈善支出（包含企业捐赠、
成立基金会、 进行慈善信托
等）不断增长，位居全国前列。

《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
浙商正在企业内部着力构建公
益慈善生态， 促进商业和公益
慈善的深度融合， 建立健全企
业社会责任机制， 开发建立自
主公益慈善品牌项目及活动。

福州： 公益性社会组织社工薪酬指导
标准发布

� � 福州市民政局、福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日在
福州市政府官网联合发布《福
州市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薪酬待遇指导标准》，明
确将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薪酬待遇与福州市城镇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
工资挂钩。 将社会工作者分为
社会工作员、助理级、中级、高
级等岗位级别，不同级别薪酬
标准的制定以上一年度福州
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年平均工资为参照上下浮动。

公益性社会组织应按照
薪酬指导标准，综合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等级、学历、资历、
业绩、岗位等因素，自行制定、
细化各级分层和晋升具体要
求，并参考同类人员合理确定
薪酬待遇，同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 各县（市）区可根据所在
地区薪酬水平等实际情况，在
薪酬指导标准内作上下 10％
范围内的调整，确定政府购买
社会工作服务的薪酬成本。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