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兴县林城镇方山窑村， 孩子们在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参观当
地窑址展览馆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地方动态

福建：启动“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
福建省民政厅近日对福

建省阅读学会、福建省海都人
才服务中心、福建省诺奇大学
生创业基金会等 14 家全省性
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
政处罚， 上述社会组织连续 3
年以上未按规定接受年度检
查，分别违反《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
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福建省民政厅将按照民
政部“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
整治行动部署要求，将符合以
下五种情形之一的社会组织
纳入本次整治范围：一是未参
加 2019 年度、2020 年度年检
（年报）的社会组织；二是自取
得登记证书之日起 1 年未开
展活动的社会组织； 三是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未按照
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对外开

展业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四是
通过登记的住所、法定代表人
等方式无法取得联系的社会
组织；五是存在内部管理混乱
的且处于治理僵局等情形的
社会组织。 在摸底排查基础上
分类施策， 通过撤销登记、吊
销登记证书、注销登记、限期
整改等措施，做到“清除一批、
整改一批、激活一批”。

（据福建省民政厅）

云南：进一步做好社会组织疫情防控工作

近日， 云南省民政厅发布
通知，要求全省性社会组织进一
步做好社会组织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尽可能减少不
必要的聚集活动。 社会组织各
类会议、比赛、讲座等人群聚
集性活动应尽量取消或推迟
举办， 原则上不举办会议、比
赛、培训、研讨会、讲座等活

动。 在不涉及社会组织人、财、
物和改选换届工作等重大事
项的决策，可采取线上、通讯
等方式召开理事会、常务理事
会等内部会议。 对于已经超出
《章程》 规定的换届时间或确
因工作需要需举办现场会议
或活动的，应尽量压缩人员规
模， 缩短会议或活动时间，严

格向所在地疫情防控部门、业
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等
有关部门报告，经同意后方可
进行。 会议或活动期间，要切
实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严格落
实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全程
佩戴口罩、场所通风消毒等有
关防控工作要求。

（据云南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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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着力打造精神文明高地
既要物质富裕也要精神富有

太阳西斜，暑气稍散。 一声
铜锣开场 ，接着二胡 、大鼓等乐
器奏响，村头顿时热闹起来。 循
声望去，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乌
岩头村的文化礼堂内，村民们正
在演奏丝竹锣鼓乐。 闲暇时光，
除了遛弯 、聊天 ，村民们有了更
丰富的选择。

有滋味的生活，源自浙江对
打造精神文明高地的孜孜以求。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 ，浙江提出 ：共同富裕既包括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包括文化
文明的繁荣兴盛；既包括物质富
裕，也包括精神富有。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极
大丰富，精神富有越来越成为实现
共同富裕的突出任务。 ”浙江省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浙江把
文化文明摆在示范区建设的突出
位置，着力打造精神文明高地。

培育“浙江有礼”品牌

从城区向乡村延伸，高水平
推进全域文明创建

谈起“礼让斑马线”，很多人
第一印象是浙江省会杭州做得
不错。 那么，浙江其他地方，特别
是乡镇地区做得怎样？

义乌市苏溪镇一处“T”形路
口，虽未设置红绿灯，却频繁出
现这样的情况： 行人过斑马线
时， 汽车常提前减速或停下，让
行人先过，而行人也往往加快脚
步，减少司机的等待时间。

“这是浙江推进公民道德建
设、 推进文明好习惯养成的结
果。 ”苏溪镇党委委员冯卫义说。

经浙江省交通部门测评 ，
2020 年全省礼让斑马线实现率
达 96.2%。

浙江还持续培育“聚餐用公
筷、排队守秩序、垃圾要分类、餐
饮不浪费”等“浙江有礼”文明品
牌， 实施新时代文明生活行动、
诚信建设行动等，力争让每个浙
江人都成为文明代言人。

中午时分，在台州市椒江区
三德纺织服饰有限公司食堂，年
长者、 孕妇等需照顾者优先打
饭。“大家也习惯了‘吃多少拿多
少’，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公
司负责人介绍。

生炉、和面、做馅、熬粥……
衢州市衢江区黄坛口乡中心小学
门口， 毛师花老人在此经营早餐
摊快 30年了。 一个粽子、一碗米
粥、一杯豆浆，售价均为 0.5元。

“不图挣钱，只想让孩子们
早上能吃口好饭。 ”毛师花被孩
子们亲切地称为“早餐奶奶”，获
评“最美浙江人”、荣登“中国好
人榜”。

2020 年，浙江成为全国文明
城市设区市全覆盖的省份，精神
文明建设进入从城区向乡村延
伸、 从局部向全域覆盖的新阶
段。 如今，浙江提出高水平推进
全域文明创建。 浙江省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十四五”期
间，浙江全域文明创建覆盖率和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覆盖率都
将达 100%。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构建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1.7 万个文化礼堂点亮乡村

“当时，子弹‘嗖’的一声从
耳朵边飞过去———”83 岁的老战
士叶匡其右手一比划，引来孩子
们一阵惊呼。

丽水市庆元县贤良村文化
礼堂内，叶承鑫等 6 名小学生正
在参加“童心向党传薪火”暑期
学习活动， 听老战士讲红色故
事。 接下来，还有制作红军背包、
诵读红色书籍等活动。

家长胡雅琼介绍：“过去一
到暑假，村里孩子不是去河边玩
水，就是玩电子产品。 现在，文化
礼堂里有各类活动，暑期生活精
彩多了。 ”

品戏曲、演节目、听讲座……
浙江潜心“种文化”，丰富村民文
化生活。

各地整合闲置校舍、旧祠堂
等，改建成文化礼堂，集思想道
德建设、文体娱乐、知识普及于
一体。 目前，全省已建成农村文
化礼堂 1.7 万多家，500 人以上行
政村覆盖率达到 90%。

浙江还大力实施“百城万村
文化惠民工程”， 为群众提供丰
富、优质的文化服务。

农村里还建有美术馆？
“是的，欢迎来参观！ ”走进

宁波市宁海县葛家村，村民叶仙
绒热情地招呼游客参观自家的

“美术馆”。
一层的房间，展示着一套本

地特色的旧家具、嫁妆；二层展
厅是儿孙们创作的国画、书法和
布艺、针织作品等。 虽无名家大
作，但也有不少游客前来游览。

旧围墙泼彩成为印象画，柴
火房变身咖啡吧，废毛竹编织成
景观……得益于宁海县实施的

“艺术家驻村”行动，10 多所高等
院校的艺术家前来开展校地合
作，激活一池春水，挖掘了一批
木工、漆艺、竹编等民间人才参
与艺术村打造。 目前，葛家村村
民建设了 40 多个共享空间，创
作了 300 多件艺术品。

在台州市黄岩区，来自上海
的朵云书院成为当下的“网红打
卡点”。 每天， 不少市民来到这
里， 伴随着千年流淌的永宁江
水，享受着阅读时光。

“能和知名作家学者面对面
交流，机不可失。 ”市民李家齐是
书院的“铁杆粉丝”，书院近期举
办的 6 场活动他一场不落。 热爱
阅读，尊崇知识，正成为当地人
最“潮”的生活方式。

创新“文化走亲”等文化惠
民活动品牌，开展艺术振兴乡村
计划， 实施书香浙江提升行动，
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水平……一幅构建高品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画卷，正在
之江大地徐徐铺开。

建设“志愿浙江”平台

通过数字化改革，为群众提
供专业化、高质量的志愿服务

通过数字化改革，浙江推出
全省统一的志愿服务数智系统

“志愿浙江”平台，推动全省志愿
服务资源整合、高效协同，志愿
服务工作迈向新阶段。

7 月 19 日，根据“志愿浙江”
平台调度，国家电网余姚市供电
公司党员志愿者王黎宁，搭乘流
动服务车来到大岚镇隐地龙潭
村，为村里的孤寡老人等维修室
内线路、更换电灯……忙碌 3 小
时后，他在“志愿浙江”平台完成
签到。 平台显示：王黎宁的志愿
服务荣誉时数达到 300 小时。

“通过数字赋能，平台可以
更精准地对接群众需求，也让我
们参与志愿活动更便捷、 更有
序。 ”王黎宁介绍。

自今年 4 月上线以来，“志
愿浙江”平台已注册志愿者 1700
多万人、 志愿组织 15.5 万个，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近 10 万场。

“我们正持续深化‘志愿浙
江’数字场景建设和应用，打造

‘独居老人紧急救助’、‘银龄跨
越数字鸿沟’、‘四点半’ 课堂等
志愿服务场景，为群众提供专业
化、高质量的志愿服务。 ”浙江省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瞧，点击这个按钮，二维码
就出现啦。 ”7 月 20 日，湖州市德
清县五龙社区，橙马甲志愿者团
队正与社区干部携手，教社区老
年人学用智能手机。

半个小时过去， 有的老人学
得慢， 志愿者吴殊琳仍在耐心地
教，倒让沈小铭老人有些难为情。

“除了手把手地教，他们还

编印了一本老年人手机 APP 使
用手册，太实用了。 ”沈小铭说，
“感谢这些志愿者， 让我们没落
伍，赶上了潮流。 ”

开展志愿服务，浙江注重发
挥群众积极性， 提高群众参与
度。 仅在德清县，就活跃着近 14
万注册志愿者。 除了政府设奖
外，以“百姓设奖、奖励百姓”为
形式的“草根道德奖” 已有 78
个，涵盖孝老爱亲、助人为乐、环
境保护、励志助学等方面，授奖
群众累计超过 1 万人。

（据《人民日报》）

辽宁：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数据信息质量管理
近日，辽宁省民政厅社会

组织管理局印发《关于修改完
善社会组织数据信息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对“未标
注是否脱钩、法定代表人姓名
及身份证号码为空、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为空、证书有效期为
空” 等共计 9000 余项数据信
息问题提出修改完善要求。

《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
认识数据质量管理工作的重
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健全
数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扎实
推进数据核查、 数据比对、数
据质量提升。 各级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机关必须使用辽宁省
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办理
相关业务，实现社会组织业务

数据与民政部、省大数据平台
等的实时交换，要做到数据变
动情况有据可查，不得出现线
下办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业
务的情况。 要指导督促社会组
织准确完整填写有关数据信
息， 确保系统中数据真实有
效、完整准确、更新及时。
（据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