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191家市级社会组织斥资 10.34亿元扶贫

动态

■ 本报记者 王勇

第七届慈展会将于 9月 20至 22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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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 7 月 24 日，民政部办公厅发
布《关于组织参加第七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的通
知》。《通知》明确，第七届慈展会
将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
在深圳市会展中心举办。 展会被
定位为慈善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的动员参与平台、社会扶贫资源
的对接服务平台、慈善文化的交
流传播平台。

展会将围绕深度贫困地区
和特殊贫困群体的脱贫需求与
长远发展，引导和鼓励慈善力量
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
作，带动和引领社会扶贫资源向
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

《通知》指出，本届慈展会所
有申报工作，包括参展、会议、资
源对接和配套活动等，将统一在
慈展会官方网站（www.cncf.org.
cn）报名端口申报。 展位申报、资
源对接、项目路演、产品推介、信
息发布、分议题研讨会、互动沙
龙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

设置四大板块

《通知》明确，本届慈展会以
“聚焦脱贫攻坚，共创美好生活”
为主题，紧紧围绕深度贫困地区
的脱贫需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现实需要， 设置展示交流、研
讨会议、资源对接和配套活动四
大板块。

1、展示交流板块。 专设脱贫
攻坚主题展馆、消费扶贫展馆和
公益体验馆。

脱贫攻坚主题展馆主要包
括深度贫困地区专题展区、社会
组织脱贫攻坚展区和企业脱贫
攻坚展区等。

其中，深度贫困地区专题展
区，重点围绕“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以及特殊贫困群体的
脱贫需求，通过需求发布、项目
路演、产品推介和特色旅游扶贫
线路宣传推广等方式，生动展现
深度贫困地区在扶贫开发中的
独特资源、特定需求、特色项目、
脱贫成果以及贫困地区奋力脱
贫、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激发
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的积极性，促进社
会慈善资源与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需求的精准、有效对接。

社会组织脱贫攻坚展区，展
示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社会工
作等参与脱贫攻坚的突出成绩，
重点围绕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领域的创
新项目、 典型案例与特色成果，
以及慈善新技术和科技公益产
品等在扶贫领域的应用，全面展
现慈善力量在助力脱贫、防止返
贫和推动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
发展中的最新业态和创新探索。

企业脱贫攻坚展区，全面展
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社会力
量，在参与脱贫攻坚、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方面的行动规划、典型案例和突

出成果。
消费扶贫展馆主要以省

（区、市）为单位集中展示各地帮
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的
扶贫类产品， 通过产品展销、现
场体验、路演推介等方式，宣传
推广消费扶贫产品，同时积极引
入电商平台、技术服务方等各类
渠道资源，为贫困地区扶贫产品
拓宽销路。

公益体验馆重点展示社会
服务、科技慈善、生态慈善、金融
慈善等《慈善法》规定领域创新
发展的前沿趋势、项目、服务和
产品，尤其是展现数字化、智能
化的生产方式和专业化、多样化
的社会服务在服务特殊群体和
推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
创新运用，为推动贫困地区可持
续发展、乡村振兴和美好生活建
设提供前沿模式和经验借鉴。

2、研讨会议板块。 采取“1+
N”会议模式，举办一场国际公益
主题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关注减
贫脱贫的专业力量，交流分享脱
贫攻坚的中国实践以及全球减
贫的不同视角。 同时，聚焦展会
主题，组织开展多场分议题研讨
会及互动沙龙活动，深入探讨慈
善力量在助力脱贫、防止返贫和
推动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的角色定位、参与机制和模式
探索。 鼓励扶贫工作做得好的省
份、县市和对口扶贫做得好的单
位以及扶贫做得好的企业、社会
组织作研讨交流。

3、资源对接板块。 以“三区
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需求对
接为核心，围绕扶贫项目、扶贫
产品、专业人才、技术、信息等慈
善扶贫资源的对接需求，探索采
取“线上展示对接”与“线下资源
服务”相结合的平台功能，为贫
困地区扶贫项目和产品提供互
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线上众筹的
资源链接服务，以及线下项目路
演会、产品推介会、信息发布会
等资源对接服务。

4、配套活动板块。 围绕脱贫
攻坚的展会主题，继续举办中国
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中国公益影
像节、慈善文化创新之旅等配套
活动， 强化展会品牌传播效应，
丰富展会核心内涵，培育扶持更
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带
动公众参与支持扶贫事业。

多种参与方式

《通知》提出了四种参与方式。
一是直接参展。 可申报脱贫

攻坚主题展馆、消费扶贫展馆和
公益体验馆。 其中，深度贫困地
区专题展区仅面向“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罗霄山片区、
河池百色片区开放报名，由当地
民政部门会同扶贫部门，统筹组
织遴选扶贫项目、 特色产品、案
例模式、 脱贫成果等展示内容，
以区域整体展示的形式参展，组
委会办公室将为各区（州、片区）
提供特装展位设计及搭建支持。
展会不收取展位费。

二是承办分议题研讨会、互
动沙龙活动。 各地、各机构可根
据自身实际需要，参与承办分议
题研讨会和互动沙龙活动，通过
慈展会官方网站进行申报，经审
核通过并列入展会排期后，组委
会办公室将提供场地等支持性
配套服务。

三是申请互联网筹款等线

上资源对接活动。 各机构可申请
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线上筹款
的资源对接服务，展会将统筹安
排通过审核的慈善项目上线腾
讯公益等知名互联网公募平台，
进行线上筹款与展示推介。 展会
结束后，慈展会组委会办公室还
将依托慈展会资源对接平台，为
参展项目提供常态性的线上展

示、宣传和推介工作。
四是申请项目路演、扶贫产

品推介和信息发布等线下资源
对接活动。

具有慈善资源需求的慈善
项目和产品，以及拥有资源的企
业和社会组织，均可报名参加展
会期间举办的项目路演会、扶贫
产品推介会和信息发布会等资
源对接活动。

各地、各机构可申请项目路
演推介活动，路演时长 15~30 分
钟，经申报审核并列入展会排期
后，组委会办公室将提供场地等
支持性配套服务；扶贫产品参展
方可申请通过消费扶贫产品展
销、现场体验、路演推介等方式，
宣传推广消费扶贫产品； 各地、
各机构可申请对慈善扶贫领域
的研究成果、行业报告、重要活
动等进行信息发布，组委会办公
室将进行公开征集、 组织评审，
提供发布场所等相关服务，由申
请方独立发布。

慈展会官网截图

� � 2019 年， 上海市 191 家市
级社会组织直接参与脱贫攻
坚，扶贫项目 675 个，扶贫资金
达 10.34 亿元。 其中，7.6 亿元用
于支援外省区市，覆盖助困、助
医、助学、助残等众多领域。

同时， 民政部部署上海对
口支援青海、西藏、云南三地 16

个深度贫困县的首批 46 个扶
贫需求项目， 已全部被上海市
社会组织认领， 累计金额达
1513 万元。

上海社会组织在参与脱贫
攻坚中坚持“授人以渔”，从资
金和物质帮扶， 提升到服务和
智力帮扶。

下一步，上海市民政局（市
社会组织管理局） 将加大支
持、帮助力度，引导全市社会
组织通过项目化运作，实施因
地制宜的多领域帮扶，以钉钉
子的精神，参与对口支援、精准
扶贫。

（据上观新闻）

安徽：诞生全国首部省级商会条例

� � 7 月 26 日下午， 安徽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通过了《安徽省商会条例》。 作
为全国省级人大制定的首部商
会条例，该“条例”填补了全国
商会登记、运行、管理和服务等
方面立法的相关空白， 为促进
该省商会健康发展， 营造诚信
有序的营商环境， 发挥商会在
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提供了必要的法治保障。“条
例”共 24 条，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条例”，县级以上政
府民政部门是本级政府的商会
登记管理机关，履行商会成立、

变更、 注销登记， 以及年度检
查、 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等职
责。 县级以上工商联是其所属
商会的业务主管单位， 按照职
责履行登记初审和有关指导、
服务、监督职能。 县级以上政府
发展改革、财政、税务、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金
融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 依法对商会提供支持和服
务，进行指导和监督。 行业管理
部门应当按照职责， 对商会进
行行业指导， 履行相关监督管
理责任。

“条例”要求商会建立健全
法人治理结构。 商会应当坚持

党的领导， 为党组织活动提供
必要条件。 商会实行会员制，企
业、 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济组
织依照商会章程规定， 自愿申
请加入或者退出商会； 应当完
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
度，依照章程独立开展活动。 商
会的组织机构包括会员大会或
者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有条
件的商会应当设立常务理事
会、监事或者监事会。 会长为商
会法定代表人， 商会法定代表
人不得兼任其他社会团体的法
定代表人， 监事长和秘书长均
不得与会长来自同一单位。

（据《安徽日报》）

陕西：引导动员近 8000家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 � 近三年来陕西共引导动员
近 8000 家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 为陕西脱贫攻坚事业作
出了积极贡献。

陕西省民政厅厅长郭社
荣说，陕西是全国最早启动社
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省份
之一，陕西各级民政部门按照
安排， 三年来共引导动员近
8000 家社会组织发挥行业优
势，大力开展产业扶贫、健康

扶贫、慈善救助、志愿服务等
扶贫活动，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35 亿元， 帮扶贫困群众 46 万
余户，为陕西全省脱贫攻坚事
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并涌现出
一批精准扶贫的优秀社会组
织和经典案例。

目前， 陕西省民政厅已动
员 143 家省级社会组织成立了
12 个省级社会组织助力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合力团，以

“多对一”方式集中帮扶全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和牵头包联的洛
南县。

郭社荣说， 陕西开展省级
社会组织合力团助力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 将充分发挥省
级社会组织示范带动作用，凝
聚帮扶合力，突出重点发力，统
一步调用力， 推动全省社会组
织助力脱贫攻坚结出硕果。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