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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委员话公益

弘扬志愿精神

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新冠
肺炎防疫工作时指出，广大医务
人员英勇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
员勇挑重担，科技工作者协同攻
关，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
干部、新闻工作者、志愿者坚守
岗位，快递、环卫、抗疫物资生产
运输人员不辞劳苦，亿万普通劳
动者默默奉献，武汉人民、湖北
人民坚韧不拔，社会各界和港澳
台同胞、海外侨胞捐款捐物。

志愿者的作用受到了积极肯
定。 如何进一步发挥志愿者的作
用，引导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

据《中国社会报》报道，全国
人大代表周洪宇建议： 一方面，
总结凝练此次抗疫志愿者服务
精神。 将抗疫中志愿者无畏逆行
的牺牲精神与“奉献、 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有机融入，
让志愿服务与城市发展治理携
手同行，使其最终成为城市运转
服务保障工作中一支不可或缺
的力量。

另一方面，打造国家级公益
志愿服务平台。 在平台下给予
志愿服务者切实的支持， 让爱
心善举更好地融入到社会建设
中去，让志愿者有成就感、老百
姓有获得感， 将抗疫志愿精神
发扬光大。

此外，要建立社区与志愿者
组织的联络沟通服务机制，加强
志愿组织、志愿服务、抗疫志愿
精神的宣传和研究，不断推进志
愿服务工作社会化，提升公众的
志愿服务意识及对志愿服务的
认可。

推进志愿服务， 首先要做好
志愿者权益保障。“保护志愿者就
是保护社会的良心。 ”全国政协委
员、 安徽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周世
虹建议， 在为志愿者提供专业培
训的同时， 也应提供必要的防护
用品，以及餐饮和交通保障，并为
志愿者购买保险， 让他们能够全
身心投入志愿服务工作。

“志愿服务虽然是无偿的，
但也是有成本的，不能总让志愿
者自己承担，时间久了会给志愿
者造成压力和负担，影响志愿服
务的积极性。 ”全国人大代表、宝
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认为，
可以引导爱心企业设立专项基
金， 解决必要的志愿服务开支，
并对在志愿服务中发生意外、陷
入困境的志愿者进行救助帮扶，

保障志愿者权益，呵护志愿服务
精神。

推动慈善组织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支持
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
慈善事业等健康发展。 怎样才能
做到这一点呢？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
此次参加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
员、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带
来了一份加快推进公益慈善组
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应急响应
机制改革的提案。 在白岩松看
来，公益慈善组织在重大突发事
件面前，存在“小马拉大车”的情
形，很难把所有事情做好。“它固
然有能力不足、需要快速提升的
地方， 但更多的是机制不顺畅，
所以应当进行相应改革。 ”白岩
松认为，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慈
善机构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
急响应。 公益慈善组织公开透明
的问题， 也应该用机制去解决，
比如规定疫情初期发布会一天
一次、中期三天一次等。

从参与希望工程开始，白岩
松与公益慈善组织打了将近 30
年的交道，他还兼任中国红十字
会副会长。“疫情期间，大家高度
关注公益慈善机构。 我们必须去
思考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进行相
应的改革。 ”

“面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
件， 应重视发挥社团组织的作
用。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基金会
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表示。

据人民政协网报道，吴志良
指出， 社团具有广泛的联系网
络、 多元的传播方式与信息渠
道， 而且接近基层和弱势群体，
可快速传播公共危机信息，避免
谣言蔓延， 疏导与稳定民众心
理。 当政府资源有限时，社团组
织募集资源可缓解物资偶发性
短缺。 例如，此次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过程中，澳门妇女联合总
会获热心人士捐赠儿童口罩，直
接向 10 岁以下澳门居民免费发
放；工联、街总、妇联辖下服务点
协助政府配售口罩等。

在协助灾后重建方面，吴志
良认为，社团组织也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 一是抚慰灾民与受危机
影响的居民， 助其树立信心，重
建家园； 二是参与危机评估，通
过收集信息数据，协助政府评估
与确认受损群体及受损程度，确
定重建的优先次序，评估资源运

用和危机管理绩效，提供重建建
议；三是给予受危机影响的企业
或机构员工物质援助，加快恢复
运作。

据澎湃新闻网消息， 全国
人大代表邱光和建议， 要提高
慈善组织透明度、 强化慈善事业
公信力。

首先要完善慈善信息公开
的专业性规则。 一方面缩短信息
公开的规定时间，增加慈善项目
实施过程中的信息公开频率，制
定更加严格的慈善组织信息公
开制度，同时对于突发性慈善项
目的信息公开，要制定详尽有效
的规则和机制；另一方面建议由
民政部牵头，引领行业相关权威
组织，对慈善组织展开个案募捐
的行为，给出官方法律解释和指
导意见，明确制定合规手册。

其次，要健全慈善组织监管
体系。 通过建立独立第三方评审
机制，按照收入数额高低划分慈
善组织，进行差异化评审，鼓励
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通过积极
推动慈善行业协会的形成与发
展，鼓励行业协会制定相应的行
业标准，通过同业间的监督与竞
争，形成行业自律机制；通过加
强对慈善组织的指导和监督，对
不达要求的慈善组织要依法处
罚，并向社会公示处罚结果。

同时，要构建公益慈善生态
系统。 一是利用互联网、区块链
等信息技术构建公益慈善管控
中台系统，确保每笔善款善物的
捐赠全流程可追溯和可监管；二
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要建立慈
善从业人士的专项的薪酬机制
和发展机制，引入有国际慈善事
业运营背景的高端人才。 此外，
要建立有公信力的荣誉系统，对
于坚持慈善行为的人给予相应
激励和荣誉，以标杆、典型的力
量激发全民慈善的热情。

鼓励社会养老

目前，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达 2.5 亿， 占总人口的
17.9%。 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
关注。

澎湃新闻从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
究员陈霞处获悉，今年她将向大
会提交一件关于应对老龄社会
问题的提案。

陈霞在提案中写道，到 2050
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将达 4.87
亿，占总人口的 34.9%。 到 21 世
纪下半叶，老年人口仍将保持在
3 亿以上， 老龄化程度为 31％左
右，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
以及高龄化程度都将在较高水
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中国已经进
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这是
21 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目
前，针对老龄问题的有卫健委的
老龄健康司、民政部的养老服务
司、人社部的养老保险司以及中
国老龄协会和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等部门。 现在已到设立
一个直属国务院的老龄事务部
来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时候，以
便建立集中统一、 职责清晰的
老龄事务部门， 将上述部门的
职责整合， 以加强政府主导的
统筹功能。

陈霞在提案中提到，养老同
安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
领域一样， 属于公共服务的范
畴，政府要起到主导和托底保障
的作用。 但是，随着老年人口快
速增长，社会日益多样化的养老
服务需求已无法仅仅依靠政府
来满足，应整合各类资源，激发、
培育、引导各类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承担养老服务的社会责任，
弥补政府养老的不足。 培育社会
力量需要调动公益性社会组织
在养老服务中的积极性，保护养
老服务志愿者的权利，提升其服
务理念、水平和质量，推动形成
志愿者文化。 同时进一步深化养
老服务的“放管服”改革。 政府要
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看待社会
力量，向有质量保障的民间养老
组织购买养老服务；完善养老机

构的准入制度和扶持政策，放宽
准入条件，降低准入门槛，引导
有意愿、有资质的民间力量到民
政部门登记、备案，以便政府加
强对社会力量养老服务的监管、
引导、协助、服务；形成政府和社
会养老服务之间的良性互动。

据《江西日报》报道，全国政
协委员、新余市副市长陈文华长
期关注养老难问题。 今年，陈文
华结合新余“党建+颐养之家”养
老模式，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就完善养老护理体系提出了自
己的思考和建议。

“从统计数据来看，2019 年
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约有
2.54 亿人，但目前全国养老护理
从业人员仅 30 余万名且素质参
差不齐。 ”陈文华说，除养老护理
人员紧缺外，家庭养老护理常识
缺乏、 专业能力有限等问题，也
直接影响着全社会养老服务质
量和水平，必须予以重视。

陈文华认为，完善养老护理
体系，要与时俱进倡导养老护理
新理念，改变以往传统观念中进
养老院是儿女不孝、重物质赡养
轻亲情慰藉等看法和做法，推动
形成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养老
护理理念。 要多措并举构建养老
护理职业体系，通过开展免费培
训助力就业、加大职业教育培训
力度、增加养老机构管理人员专
业培训等，推动社会养老机构正
规化、标准化建设。

围绕广泛动员加强全民养
老护理培训，陈文华建议，要重
视发挥家庭养老不可替代的作
用，鼓励支持家庭成员参与养老
护理知识技能的学习提升；探索
构建养老护理志愿服务模式，比
如推广“养老银行”等自助互助
居家养老志愿服务模式，将养老
服务志愿者的服务时间计入“时
间银行”系统，在志愿者或者其
家人需要享受养老服务时能从
系统中免费“提取”服务，以此调
动全社会参与养老服务的热情。

（据公开报道整理）

� � 初夏的北京，生机盎然。 一场阵雨过后，天安门广场上的鲜花显
得格外娇艳。

5 月 21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1 人，实到 2057 人。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5 月 22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应出席代表 2956 人，出席 2897 人。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建议、发言等多
种方式讨论国事、建言献策。 其中有不少涉及社会组织、慈善事业，将
对社会组织、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5 月 22 日，全国人大代表走向会场（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