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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平台资源开放
欢迎有志于人物访谈的作者加入

地方动态

您将访谈的对象包括：
1.慈善家
《公益时报》自 2004 年推出

中国慈善榜， 以年度捐赠 100
万元为门槛， 至今已记录近
3000 名慈善家的捐赠数据。 我
们期待记录更多慈善家的慈善
思想与事迹。

2.慈善企业负责人及 CSR
负责人

截至目前， 中国慈善榜记
录的慈善企业已近 8000 家。 作
为慈善企业的创始人、领头人，
他们是如何看待慈善公益的？
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3.专职公益人
作为中国基金会信息发布指

定平台， 公益时报常年对包括基
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进行观察、
记录。 专业公益人的所思所想所
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公益的
未来，需要进行深度挖掘。

4.社会工作者
作为民政部主管、 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主办的媒体，社
会工作是公益时报的重点关注
领域。 到 2020 年底，专业的社
会工作者将超过 145 万人，他
们的故事需要被更多人听到。

您将获得以下权益：
1. 了解公益时报人物专访

的操作规范与流程；
2.参加公益时报人物采访、

报道方面的专业培训；
3. 在公益时报的传播平台

发布您的人物访谈稿件；
4.代表公益时报对慈善家、

公益领袖等进行专访；
5.报纸、网站、微信、微博、

学习强国、头条、抖音、快手等
平台的发布权限；

6.在公益时报开设专栏，成
为专栏作者；

7.参与公益时报各类活动，
推荐采访报道对象参与相关奖
项评选；

8.对人物访谈二次开发，推
出图文、音视频、图书等多种内
容产品……

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国家与人民，热心公

益事业， 愿意为慈善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

2. 对采访报道具有强烈的
兴趣，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

3.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能
够自主联系采访对象， 完成人
物采访；

4.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
团队合作能力。

5.对新媒体传播有所了解，
在摄影、摄像、设计等方面具有
专长或愿意学习。

您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个人简历（包含学习、工

作经历，个人能力展示、兴趣爱
好，联系方式等）

2.代表作（已发表或者未发
表的原创稿件）

3.访谈规划（对公益慈善领
域人物访谈的认识及今后的访
谈规划）

您的工作流程：
正式加入后， 您将有机会和

我们的编辑、记者团队共同工作。
1.确定采访对象
A.作者自行申报选题，由编

辑团队进行把关；
B.编辑推荐选题，作者从中

进行选择；
C. 编辑向采访对象推荐，

由采访对象确定采访人。
2.采访准备
A.作者联系采访对象，编辑

团队提供支持；
B. 作者研究资料提交采访

提纲，编辑团队把关；
C.作者与采访对象沟通具

体采访事宜。
3.正式采访
A.根据作者采访需求，编辑

团队支持组建采访团队。
B.作者进行采访，全程记录

采访过程。
4.产出内容产品
A.作者根据采访情况撰稿，

编辑团队提供支持；
B. 作者和开发团队共同开

发音视频产品；
C. 编辑团队提出意见，最

终修改确定；
D.编辑团队确定最终发布

方式，进行推广。
招募时间：
2020 年 7 月开始长期招募
联系人：文老师
联系方式：
wenmei@gongyishibao.com

《公益时报》社
2020 年 7 月

日前，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
同意，广东省民政厅印发《广东
省加强儿童保障体系建设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明确了广东省儿童福利保障工
作的重点是健全全省儿童保障
体系，突出兜底性、基础性和保
障性，从加强生活保障、推进各
类保障、落实监护责任、加强关
爱保护、提升服务能力、健全保
障机制等 6 个方面提出了 20
条具体举措， 进一步推动儿童
福利事业健康发展。《意见》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
期 5 年。

其中在提升服务能力方
面，《意见》 提出了开展公办儿
童福利机构改革试点， 探索开
展区域性集中养育。 支持广州

建设儿童综合康复中心， 支持
深圳打造基层儿童关爱服务先
行示范区。明确救助管理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及其他合适的实
体机构承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工作。力争到 2022 年底实现全
省各（县、区）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全覆盖。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
会要明确工作人员负责儿童关
爱服务工作； 加大儿童福利机
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残
疾儿童康复服务机构社会工
作等专业技术岗位开发力度。
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
残联等群团组织优势和示范
带动作用， 广泛开展适合儿童
特点和需求的关爱、帮扶、维权
等服务。 （据民政部网站）

6 月 30 日，经过专家集中
评审和公示，郑州市、长垣市等
12 地被确定为河南省智慧养
老服务平台建设试点。 这些地
方将分别从智慧养老大数据应
用、智能物联网产品研发、居家
智能照护服务、 为老便民服务
等多个维度开展试点， 示范带
动全省各地积极开展“互联
网+” 养老服务模式和智慧养
老服务平台建设， 让更多老年
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便捷的
养老服务。

今年开始，河南省财政厅、
省民政厅决定利用 3 年时间，
分批支持试点地区探索多种形
式的“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
和智能养老技术应用。 利用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硬
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建
设集成各类智慧养老应用的网
络平台， 拓展信息技术在养老
领域的应用。 省财政厅将对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试点给予
奖补资金支持， 首批试点为期

1 年， 按照平均每个试点不超
过 300 万元的标准， 结合当地
实际需要，安排奖补金额。

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包
括， 精准对接居家和社会养老
服务需求与供给， 建立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为老
年人提供“点菜式”就近便捷养
老服务； 探索建设“智慧养老
院”，推广物联网和远程智能安
防监控技术，实现 24 小时安全
自动值守；建设统一规范、互联
互通的养老服务平台和共享系
统， 开展养老大数据的深度挖
掘与应用。

手机下单购买养老服务、
智能腕表紧急呼救、“空中医
院”远程医疗诊断服务……随
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智能
化养老服务逐渐走进社区 ，
受到老年人的青睐。 目前，全
省已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信息
平台 70 多个， 服务入网老人
400 多万人。

（据民政部网站）

7 月 1 日， 辽宁省民政厅
向全省社会组织发出倡议书，
倡议社会组织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参与消
费扶贫，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辽宁省民政厅倡议， 全省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消费扶贫
行动中来，全省各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要充分
利用自身优势和商业资源，带
头参与消费扶贫， 发动会员企
业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
等方式， 在食堂采购、 公务接

待、 集体福利等方面优先购买
对口支援地区扶贫产品。 可灵
活自主选择帮扶对象， 通过电
商平台、消费采购、委托加工和
特色农产品推介等多种途径，
扩大面向贫困地区的产品和服
务消费。可组织会员企业、会员
单位、 身边的爱心人士等社会
力量采购贫困山区的产品，帮
助贫困山区对接外部市场，建
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 带动
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持续增收
脱贫。 （据《辽宁日报》）

广东：
出台意见加强儿童保障体系建设

河南：
启动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试点

辽宁：
倡议全省社会组织参与消费扶贫

《公益时报》创刊于 2001 年，由民政部主管、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办，是我国首份全国
性、综合性公益类报纸。

19 年来，《公益时报》坚持记录、解读和推动公益行业的进程，见证重大事件瞬间，传播公
益慈善理念，营造跨界交流平台，努力打造公益慈善领域独家权威媒体。

19 年间，《公益时报》先后推出中国慈善榜、中国公益新闻年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案例
展、中国公益年会等跨行业盛会，以平台的方式连接行业内外资源、推动各部门共同参与社
会治理。

19 年来，《公益时报》由一张报纸发展到拥有报纸、网站、微信、微博、学习强国、头条、抖
音、快手等多条主营传播渠道，并与行业内媒体建立了广泛的合作推广关系的全媒体平台。

为了推动公益传播事业的发展，旗帜鲜明地扬善，2020 年 7 月，《公益时报》正式推出平
台资源开放计划。

首批开放计划将从人物访谈开始，欢迎有志于人物访谈的作者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