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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17年以来取缔非法社会组织 137个

不断凝聚起国土绿化的全民力量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40 周年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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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 2017 年以来
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名单被公
布， 包括全国绿色农业安全食
品基地联盟、 中央老干部健康
工作委员会、 北京军地融合企
业家协会、 中国树莓产业发展
联盟、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
亚洲区块链发展基金会、 中国

科技创新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
及其下设机构、 中国转业军人
福利基金委员会及其下设机
构、 全国正义慈善联盟等 137
个。 如发现这些非法社会组织
仍在活动的， 可拨打北京市民
政局电话 65868811 进行举报。
（据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

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土绿化之路

1981 年 12 月，我国通过《关
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
议》。 次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开
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
法》。 从此，全民义务植树在中华
大地蓬勃开展。

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刘东生说，
40年来， 我国开创了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土绿化之路，为促进我
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城乡人居环
境不断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我国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12% 提 高 到
23.04%， 森林蓄积量由 90.28 亿

立方米提高到 175.6 亿立方米，
人工林面积居全球第一。 全国城
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 10.1%提
高到 41.1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由 3.45 平方米提高到 14.8 平方
米，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创新尽责形式
把绿色种植在心里

近年来，我国国土绿化不断
推进，爱绿、植绿、护绿成为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觉行动。

近年来，全国绿化委员会出
台了《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
理办法（试行）》，将尽责形式扩
展到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认种
认养、捐资捐物、志愿服务等八

大类 50 多种。
目前已在 15 个省份开展了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 试点，
建立了一批“互联网+全民义务
植树”基地，“云端植树”“码上尽
责”让随时、随处、随愿尽责逐步
变为现实，全民义务植树进入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新阶段。

下一步， 国家林草局将进一
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 以满
足公众多元化需求为目标，
建立健全各级各类义务植树
基地， 推动多种尽责形式落
实落地。 同时全面推开“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 研究开
发义务植树全国“一张图”和
管理应用系统， 方便公众随
时、随地、随愿履行植树义务。

走科学、生态、节俭的
绿化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
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国
每年造林面积都在 1 亿亩以上。
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
续 30 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
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刘东生说， 但也要看到，我
国仍然是缺林少绿、 生态脆弱、
生态产品短缺的国家，国土绿化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
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
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十四五”规划提出，森林覆
盖率提高到 24.1%， 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
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此前
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等目标承诺。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

的碳汇，将发挥重要作用。
刘东生说，“十四五” 时期，将

重点解决好“在哪种”“种什么”“怎
么种”“怎么管” 四个关键问题，进
一步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看，我国将依据国土
空间规划，科学划定造林绿化用
地， 合理安排年度国土绿化任
务； 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
以水定绿、量水而行，宜林则林、
宜草则草、宜荒则荒，推进林草
一体化，积极采用乡土树种草种
开展绿化；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之路。

此外，他说，还将坚持分类
施策，南部、东部、中部地区着力
巩固现有成果，以调结构、提质
量为主，积极开展森林抚育和退
化林修复，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 西部、北部地区充分利
用适宜绿化空间，持续推进困难
立地造林种草，加大新造林地管
护力度，坚决打好生态脆弱区增
绿扩绿攻坚战。 （据新华社）

2019 年以来， 北京市在西
城区、海淀区、朝阳区试点建设
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共 3200 张。
近期，随着《北京市街道（乡镇）
养老照料中心建设资助和运营
管理办法》和《北京市社区养老
服务驿站管理办法（试行）》的
相继出台， 北京市民政局出台
了《北京市养老家庭照护床位
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
丰富和创新养老服务床位供
给，将养老床位“搬”进了家门。
今年， 北京市将在城六区建设
2000 张养老家庭照护床位。

养老家庭照护床位是北京
市就近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它与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的临时托养床位、 养老机构
的集中照料床位共同构成北京
市养老服务“三张床”，属于为
北京市老年人提供“床边、身
边、周边”就近长期照护服务的
其中“一张床”。

区别于一般在家养老，养
老家庭照护床位依托就近的养
老服务机构， 通过家庭适老化
改造、信息化管理、专业化服务
等方式， 将养老服务机构的服
务环境搬到老年人家中， 将专

业的照护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床
边，提升居家生活的失能、重残
老年人的专业照料服务水平和
生活质量。 让老年人不离开熟
悉的生活、居住环境，以家庭为
基础， 充分发挥家庭成员在老
年人照料中的基础性作用，为
家庭照护增能， 提升家庭照护
的功能和水平， 满足老年人原
居安养的愿望。 与机构床位相
比， 家庭照护床位没有床位费
的成本压力， 一定程度上也减
轻了老年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由筛选出的养老服务机构
根据协议明确的服务内容、服
务时间、服务频次、服务收费、
权利义务、风险责任分担机制、
争议纠纷解决途径等为服务对
象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健
康管理、辅具支持、心理服务、
居家安全协助等服务， 并为家
庭照护者提供护理技能提升培
训。 值得一提的是，市民政局还
协调了卫生健康部门， 将享受
养老家庭照护床位的老年人纳
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
签约范畴， 提供免费建立健康
档案、免费体检、预约转诊、开
具长处方等服务。 符合家庭病

床条件的可申请开设家庭病
床，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家
庭病床规定进行管理， 提供医
疗服务， 发生的医疗服务费用
纳入医保实时结算。

具有北京市户籍居家生活
并经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确定
为重度的失能老年人或重度残
疾老年人。 城乡特困供养人员
可扩展到中度失能老年人。 文
件中所称重度残疾老年人是指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视
力、 肢体残疾老年人或残疾等
级为一、二、三级的智力残疾老
年人。

有意愿建立养老家庭照护
床位的服务对象或其代理人，
可向常住地所在区民政局公布
的养老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原
则上应就近选择服务机构。 根
据需要对老年人的居住环境进
行居家适老化改造， 使居家环
境能基本满足重度失能老年人
和重度残疾老年人的居家养老
服务条件， 并安装必要的紧急
呼叫、智能穿戴、智能感应、远
程监控、信息传输等设备。
（据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广东：
多管齐下、集中力量打击非法社会组织

4 月 1 日， 广东省民政厅
等 20 部门联合召开进一步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
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会
议明确， 要结合广东实际，多
管齐下、集中力量开展打击非
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一要广
泛动员，迅速掀起打击整治热

潮。 二要分类施策，精准界定
打击整治范围。 三要强化执
法，集中查处关停取缔一批非
法社会组织。 四要创新方法，
形成线上线下治理闭环。 五要
标本兼治，铲除非法社会组织
滋生土壤。

（据广东省民政厅）

沈阳：
创新开展社会组织 2020年度检查

日前，沈阳市民政局印发
通知，要求开展社会组织 2020
年度年检工作。 此次年检具有
以下特点：

一是强化业务主管单位
督促职责。 市民政局将年检通
知逐个发至全市 52 家业务主
管单位，督促业务主管单位履
行监督管理职责。

二是 年 检 全 程 “不 见
面”。 2020 年度年检依托“沈
阳政务服务网”平台，将实行

网上办理、不见面审批。各社
会组织全程依托互联网将所
需提报材料上传， 即可完成
年检。

三是年检指导服务更加
专业。 市民政局制作了年检填
报流程，并由专人负责，通过
社会组织 QQ 群、咨询电话等
方式，对年检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进行咨询答疑，帮助社会组
织顺利参加年检。

（据沈阳市民政局）

北京城六区
将建设 2000张养老家庭照护床位

当春天 的 风 拂 过 大
地， 我们又迎来了

一年中植树播绿的好时光。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

展 40 周年。 1981 年，一场由
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参加的植
树造林运动， 在全国轰轰烈
烈开展起来。

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近
年来， 我们不断创新义务植
树尽责形式，因地制宜、科学
植绿，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路上不断前行。 2000 余名志愿者在通州区张家湾公园参与义务植树（白继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