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
提出 ， 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
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志愿
服务作为公众参与的重要方式，
在新时代应该如何参与到社会
治理中？

12 月 21 日， 在河北固安产
业新城举行的“京津冀党建引领
志愿服务公益发展座谈会” 上，
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近百名专家
和志愿者代表，就如何加强党建
对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工作的引
领作用，如何多方共建共享京津
冀志愿服务平台等议题进行了
交流。

来自京津冀地区的十家志
愿服务机构共同宣读了《京津冀
共建志愿服务倡议书》， 京津冀
志愿服务共同体初露端倪。

《倡议书》提出，要立足新时
代、 展现京津冀志愿者新作为，
共建共享志愿服务赋能平台、共
建共享志愿服务项目品牌、共建
共享志愿服务资源平台，以实际
行动 ，践行奉献 、友爱 、互助 、进
步的志愿精神，书写新时代的雷
锋故事。

城市发展带来社会治理新
问题

2015 年 4 月 30 日， 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了京
津冀的功能定位、 协同发展目
标、空间布局、重点领域和重大
措施。

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京
津冀三地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在这一
过程中，被改变的不仅是京津冀
三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员的流
动带来了新的问题。

以位于天安门正南方向 50
公里固安为例，在经济跨越发展
的背景下，高端人才与产业精英
的不断导入成为固安产业新城
持续发展的核心诉求。

对于一个原本以传统农业
发展为主的河北县城，这就导致
了，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进入
固安；一方面，本地居民从农民
变为市民。 新老居民之间的社会
融合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难题。

老居民成了城里人，生活方
式变化了，但思想观念可能还和
以前一样。“虽然生活好了，但内
心并没有那么平和，也未必觉得
幸福。 ”固安幸福志愿服务会副
会长辛华表示，与此同时，大量
人才聚集过来了，但他们在社区
并没有归属感。

“如何能够促进融合，满足

居民的需求，这是我们需要思考
的问题。 ”辛华强调。

志愿服务让居民更有归属感

京津冀一体化必然带来人员
等市场要素的流动， 在这一背景
下， 如何建设更加和谐的人际关
系，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党校
教授丁元竹认为， 人类需要参
与社会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实
现相互的需要。“我们在办公室
工作， 回到社区才有社会的生
活， 而志愿服务是社会生活的
一种表达方式， 它体现了人们
之间的交流互助。 ”因此，可以
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建设相互认
同和具有归属感的社区共同
体， 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制度建设。

“需要把公共生活提上议事
议程，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承担起
社会责任，努力建立和谐的人际
关系， 创造友好的社会氛围，使
志愿精神成为一种共同价值，使
志愿服务成为一种社会习惯。 ”
丁元竹强调。

基于这一认识，固安开始了
推动志愿服务发展的探索之旅。
2015 年 7 月，固安幸福志愿服务
会成立。 为了推动固安志愿服务
迈向更加专业化、制度化、常态
化、 项目化的新阶段，2018 年 6
月 27 日，固安全面启动了“志愿
之城”的发展建设，立意打造专
业志愿与全民参与的志愿之城。

2019 年 3 月 5 日固安县志
愿服务联合会成立，6 月 28 日与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正式签约，
成立了志愿城市固安专项基金，
固安志愿服务工作开展得有声
有色。

“目前固安已拥有各类志愿
公益组织 179 个，建设各类志愿
服务站点 397 个，志愿者人数达
到 7.5 万余人， 涌现出了众多优
秀志愿服务项目、流动品牌和典
型人物。 有需要找志愿者，有时
间做志愿者已经成为广大固安
市民的新风尚。 ”固安县委常委、
固安县委宣传部长滑志勇表示。

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一体化

固安志愿之城建设的历程
显示出志愿服务在京津冀一体
化中解决社会治理新问题的巨
大作用，这种作用可以推广到整
个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一体化最早从交
通、 资源各个方面开始做起，志
愿服务领域我们要努力，让整个
志愿服务的力量能够在京津冀
地区流动起来。 ”中央团校教授、
北京市海淀区志愿服务联合会
监事长江汛清表示。

她认为，目前京津冀地区在
志愿服务方面有资源，有人才储
备，有社工专业力量，有组织，有

志愿者，在这个基础上京津冀应
该联起手。

这一点得到了参加座谈会的

各方志愿服务组织代表的认同。
北京大兴志愿服务联合会、

北京海淀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

城市副中心雷锋金融驿站、北京
市雷锋车队红十字应急救援志
愿服务队、雄安新区白洋淀文化
旅游产品创意设计大赛组委会、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村志愿者服
务站、 雄安新区共青团安新县
委、共青团固安县委、固安县志
愿服务联合会、固安幸福志愿服
务会等十方共同发布了《京津冀
共建志愿服务倡议书》。

同时启动的还有雄安志愿
服务共建项目“爱在白洋淀-志
愿学堂”。

丁元竹建议，下一步可以针
对京津冀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讨
论怎样发挥志愿服务的作用，为
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做出应有的
贡献。 同时，建立一个京津冀党
建引领志愿服务平台，使京津冀
志愿服务更好发展。

地方动态

湖南：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取得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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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志愿服务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发挥更大作用 ■ 本报记者 王勇

� � 湖南省民政厅在湘西、怀
化、邵阳、娄底、张家界 5 个市州
19 个未摘帽县开展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五个专项行动（光明
行、甜蜜行、农技行、希望行、牵
手行）， 为 153 个深度贫困村出

列添一把柴、加一把火，取得了
良好效果。

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至
今， 湖南省共有 5000 多家社会
组织以不同方式参与脱贫攻坚，
累计捐赠款物价值 3 亿多元，受

益困难群众近 40 万（户）人次。
省本级共有 500 多家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 筹集资金物资 5000
多万元， 帮扶困难户 5 万（户）
人。

（据民政部网站）

重庆：行业协会商会明年底前将完成行政脱钩
� �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
布《关于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以下简称“意见稿”），就重庆全
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改革征求社会意见。

意见稿提出，此次脱钩改革
的主体是重庆各级行政机关与
其主办、主管、联系、挂靠的，未
纳入 2016 年、2017 年深化脱钩
范围的行业协会商会。 其他列
入公务员法实施范围和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与其主办、主
管、联系、挂靠的行业协会商会，
参照本实施意见执行。

同时具有以下特征的行业
协会商会也纳入来脱钩范围：会
员主体为从事相同性质经济活
动的单位、同业人员，或同地域
的经济组织；名称以“行业协会”
“协会”“商会”“联合会”“促进
会”等字样为后缀；在民政部门
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

记者从意见稿下附的《全市
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名单》
中看到，在 422 家全市性行业协
会商会中， 目前已脱钩 331 家，
拟脱钩 91 家， 待脱钩占比超两
成， 包括“重庆市进出口商会”
“重庆市乒乓球协会”“重庆市温
泉旅游行业协会”等。

根据意见稿要求， 上述脱
钩工作需在 2020 年底前基本
完成。 （据上游新闻）

北京：全市基金会总资产超过 100亿元
� � 12 月 19 日，北京市举办基
金会管理培训暨脱贫攻坚再动
员会议。

会议指出， 截至 12 月 19
日， 北京市共有 772 家基金会，
其中 2019 年以来登记成立 48
家。 2018年底，全市基金会总资

产超过 100亿元，总收入 64.7亿
元，支出 48.2 亿元，在促进慈善
事业发展、完善社会治理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北京市大力推
进社会组织党建“北京方案”，第
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取得良好成效；全市社

会组织在参与脱贫攻坚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2019年全市社会组
织支援东西部协作扶贫投入资
金 22 亿多元；坚持培育扶持，努
力营造基金会发展良好生态环
境，一大批基金会发展壮大。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安徽：多个协会、基金会被撤销或警告
� � 12月 18日， 安徽省民政厅
发布公告称，决定对安徽省发明
协会作出撤销登记行政处罚。今
年 12 月以来， 省民政厅已经先
后 6 次发布公告， 对多家协会、
基金会作出行政警告等处罚。

根据省民政厅的最新公告，
安徽省发明协会未按规定接受

2017、2018 年度检查，省民政厅
依规决定对其作出撤销登记行
政处罚，同时，将其列入社会组
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此外，安徽省生物质能源协
会、 安徽省三农信息服务协会、
安徽省徐悲鸿教育基金会、安
徽阳光爱心慈善基金会等被警

告，同时被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
常名录；安徽大众扑克运动俱乐
部和安徽邓石如书法艺术研究
院未按规定参加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民办非企业
单位年度检查的违法行为，拟对
其作出撤销登记行政处罚。

（据《安徽商报》）

多方志愿者共同宣读京津冀志愿服务共建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