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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修订的《北京市志愿服
务促进条例 》（以下称

新版 《条例》）3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 北京将为通过志愿服务信息
系统注册的志愿者购买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鼓励企业和其他组
织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优秀志
愿者 ；公务员考录 、事业单位招
聘可将志愿服务情况纳入考察
内容；博物馆、图书馆、旅游景区
等公共场所，可对有良好志愿服
务记录的志愿者给予优待。

参与本次立法修订的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中国
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志
愿服务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莫于
川介绍，与 2007 年出台的旧版条
例相比，新版《条例》九成以上条
款发生了改变或调整，对志愿者
的权益保障也进行了细化规定。

九成以上条款有改变或调整

“旧版《条例》共 32 条，未分
章节；新版《条例》共六章 50 条，
包括总则、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

织、志愿服务活动、促进措施、法
律责任和附则。 ”莫于川说。

莫于川曾先后参与过旧版
和新版《条例》的立法工作，还是
本次修法研究工作的首席专家。
他表示，此次修法创新点和亮点
诸多， 不仅是条款数明显增加，
而且原有 32 条中约九成以上条
款均有所改变或调整，有的是增
加要素，有的条例被拆分等。

莫于川介绍，旧版《条例》颁
布时，由于人们对志愿服务认知
不足等客观情况，可参考经验不
足，内容较单薄。 新版《条例》框
架结构变化大，分章的结构更加
符合立法规律和法律制度的内
在要求，有助于完善志愿服务管
理体制。 志愿服务谁来做、谁来
管、如何管，都非常明确，也便于
学习理解和贯彻实施。

为风险增加相应条款

“旧版《条例》中有的法律条款
表述较简略， 此次也做了修订，并
纳入了一些与时俱进的新内容。 ”

莫于川举例道，如总则一开头便加
入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容，十分具有时代特性。

同时，新版《条例》更加专业
化、精细化、人性化和高效化。 例
如， 对于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
务，条例明确，组织未成年人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应当与其年
龄、智力、身心健康状况相适应。

考虑到志愿者可能存在的
风险，新版《条例》增加了至少 5
条条款，从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告知、 必要的知识技能培训、造
成损失损害时如何求助、抚恤资
金来源等多方面，对志愿者的合
法权益进行保障，并鼓励具有法
律专业知识的人员，为在志愿服
务中权益受到损害的志愿者，无
偿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将为志愿者买保险

莫于川表示，新版《条例》强
化了对志愿者的激励，并对志愿
服务促进措施进行完善，且在条
款中尽量写实，从物质、经济、体

制等各方面进行细化。
《条例》补充完善了激励保

障的内容，包括奖励、补贴、时间
储蓄、社区回馈，以及为志愿者
购买保险等。 同时明确，鼓励企
业和其他组织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招用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
志愿者；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
招聘可以将志愿服务情况纳入
考察内容；博物馆、图书馆、文化

馆、体育场馆、公园、旅游景区等
公共场所，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对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
者给予优待。

此外，针对法律责任，新版
《条例》也非常明确，这在旧版中
是没有的。 对于在志愿服务中出
现的一些不恰当、不诚信甚至违
法行为，对其惩罚和实施主体都
有清晰界定。 （据《新京报》）

新版《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开始实施
增加激励志愿服务相关条款

“黄帝抓住了这个夔，用它
的皮制作军鼓， 用它的骨头作
为敲鼓的棍子……” 在线课程
开始了，“主播” 老师何智升面
带微笑， 给三年级的小陈讲解
着《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 屏
幕另一头的小朋友则饶有趣味
地看着直播画面， 听得聚精会
神。 一旁陪听的陈爸爸都忍不
住夸起来：“小何老师的课生动
有趣，很贴合小朋友的兴趣。 ”

作为广州某医院的医务人
员， 陈爸爸自疫情发生以来一
直奋战在前线， 家里儿子的学
业不免让他分心。 经市文明办、
医院工会和华师团委对接，华
南师大青年战疫云支教突击队
志愿者之一、 刚从西藏支教回
来的西部计划研支团成员何智
升与小陈结对进行线上辅导。

“消息刚发出几小时，就收
到 200多名学生的报名，老师们
都被孩子们的热情感动。 ”华师
大云支教项目分管老师付泽告
诉记者，在那个特殊时期做“主
播”的华师学生，远不止何智升
一人。 战“疫”期间，华南师范大
学累计完成需求配岗 100余名，
为广医三院、 广医肿瘤医院等
10 多家单位医务人员家庭子女
提供持续在线辅导，后台报名志
愿者近千人，展现了“有一份力，
便发一分光”的全民志愿精神。

团广州市委介绍， 至 2020
年底， 广州实现有志愿服务时
间记录的志愿者人数占注册志
愿者总人数的比例大于 50%，
90%普通中学、50%中职和技工
学校应成立校级学生志愿服务
组织， 学生团员普遍成为注册

志愿者， 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
认同和支持率应不小于 90%。

“拉油的油温要控制在 30℃
~40℃之间， 几十秒就可以了，油
温太高或者拉油时间太长都会导
致牛肉变老。”周燕琼边将切好的
牛肉放入油锅， 边对几名粤菜师
傅学员说。 周燕琼在西和村经营
一家农庄，过去和其他人是同学，
如今她当起了小师傅。

周燕琼透露，玫瑰花鸡、西
和醉鹅、 荔枝柴碌鹅……在课
堂上学到的新菜式， 统统都被
搬到农庄餐桌上，“这两年我们
餐厅的营业额提升了 20%。 ”

两年来， 广州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为主阵地， 通过志
愿服务输出动能， 培训粤菜师
傅、 中式烹调师和面点师 6451
人，乡村粤菜师傅 352 名。 2020
年应对疫情开展线上、 线下培
训，52 家餐饮企业线上培训职
工 2520 人，相关培训机构培训
粤菜师傅超 2000 人次。

农民群众发财致富“不找
神婆找支部”，“培养一个厨师，
致富一户村民”， 一批农民主
播、“头部” 网红成长在田间地
头……受惠
于“遍地开
花”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
动，一系列与
时俱进的发
展理念在从
化区渐入人
心。这里正在
发生的“看得
见的变化”，
不过是过去

两年多以来， 广州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剪影。

记者获悉，在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建设过程中，广州市
委将试点工作纳入市委常委会
工作要点，纳入领导干部考核。

如何精准对接， 打通联系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广州
交出了阶段性答卷： 借助志愿
服务队伍的雄厚力量， 各试点
瞄着群众需求做、 奔着矛盾问
题去，拓宽与群众面对面、心贴
心的联系沟通渠道， 借助学习
强国、新花城 APP、微社区 e 家
通等平台在线上进行直播或微
信推文传播， 发动干部群众随
时随地了解、参与相关活动。

截至 2020年 8 月， 广州共
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2707 个， 其中实践中心 17
个、实践所 174 个、实践站 2516
个，打造了一批有特色且可复制
的先行示范点，实现了党群服务
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100%融合，构筑了“全市
覆盖、出户可及、群众便利”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网络。

（据《广州日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
海实名认证注册志愿者超 520 万
人，志愿者注册率达历史新高。

志愿者激励保障体系方面，
截至 2月底， 由中国人寿支持的
“上海志愿者专属保险”已累计为
525 万名注册志愿者免费赠送保
险， 已受理 147 件志愿者理赔案
件，赔付金额达 222.47万元。

根据《上海志愿服务发展报
告（2021）》，2020 年，上海注册志
愿者人数持续上升，志愿者注册
率达历史新高，志愿者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志
愿服务工作主要围绕疫情防控、
新时代文明实践、 制止餐饮浪
费、生活垃圾分类、进口博览会、
身边的温度等开展。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上海志
愿者网”实名认证注册志愿者已
超过 520 万人，上海实名认证注
册志愿者的人数占常住人口比
例超过 21.0%，比 2019 年上升了
3 个百分点。

2020 年，在各类志愿服务项
目中，志愿者参与比例排在首位
的是“疫情防控”，占比 75.7%。 此
外，排在前五位的还有“社区服
务”“垃圾分类”“文明实践”和
“爱国卫生”，占比分别为 61.3%、
56.7%、52.8%和 37.1%。

从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活动的类型来看，排在前
三位的是“社区值守测温巡查”
“抗疫科普宣传辟谣”以及“关爱
居家隔离人员”， 参与比例分别
为 85.2%、58.1%和 44.2%。

从志愿者接受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保障措施的情况来看，有

82.0%的疫情防控志愿者表示自
己接受过抗疫防护物资保障，如
口罩、消毒水、防护服、食品饮料
等，66.5%的疫情防控志愿者表示
自己接受过相关培训，如疫情防
护知识、仪器操作方法、上岗培
训等， 有 55.3%的疫情防控志愿
者通过“上海志愿者网”下载或
社区志愿服务中心打印等方式
获得了“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证书”。

有 96.5%的志愿者和 95%的
市民高度肯定志愿者在疫情防
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中，有
77.3%的志愿者和 74.5%的市民
认为志愿者在疫情防控中的作
用很大。

“星级认证”是 2020年上海志
愿服务新增的激励机制。 调查显
示，在志愿者选择对提升服务积极
性最有效的激励机制中，排在前三
位的是“星级认证”“信用激励”和
“礼遇激励”，志愿者的选择比例分
别为 33.9%、18.5%和 17.3%。

从过去一年志愿者参加和
市民接受志愿服务活动的满意
度来看，2020 年，有 97.2%的志愿
者和 98.7%的市民表示满意，满
意度比前两年有较大幅度提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
海市 16 个区已完成 16 个区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221 个乡镇
（街道）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
心、6025 个村（居）级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建设， 实现三级阵地全覆
盖。 并依托园区、商区、厂区、校区
等，因地制宜打造了“文明实践益
空间”“文明实践点”楼宇、街区等
693个区域特色阵地。

（据澎湃新闻）

上海志愿者注册率超 21%5个广州人，1 个是志愿者

粤菜师傅培训室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招募计划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