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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
部署做好第七个“中华慈善日”有关工作

今年 9 月 5 日是我国第七
个“中华慈善日”，主题为“携手
做慈善，传播真善美”。 民政部办
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就相关工作
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 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参与慈善事业， 传递向上向善
的正能量。各地要紧紧围绕“携手
做慈善，传播真善美”的主题，在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特别是
“中华慈善日”当天，举办形式新
颖多样、地方特色鲜明、群众踊跃
参与的慈善活动，弘扬慈善文化、
展示慈善成果、激发慈善热情，带
动更多的人向上向善， 持续提升
社会文明进步水平， 推动新时代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更好服务
党和国家中心大局。

通知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慈善事业
法治建设取得重要突破，慈善力
量持续壮大， 在助力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抗击疫情灾情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各地要组织开展“慈善这十
年”宣传活动，灵活采用综述、图

表解读、人物访谈等方式，直观
生动地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和本地区慈善事业发展成就。

通知要求， 各地要通过专题
培训、专家解读、开设专栏、以案
说法、知识竞赛等方式，大力宣传
慈善法及配套政策措施， 推动慈
善法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
校园， 形成“依法行善”“依法治
善”“依法兴善”的良好局面。要推
广“中华慈善日”标志，鼓励慈善
组织、 慈善参与者等主体依规使
用该标志，并维护标志统一形象。

此外，通知还提到，动员引
导社会公众通过参与社区慈善、
互联网捐赠、提供志愿服务等方
式，投身慈善事业。 鼓励支持社
会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筹划开

展参与性强的慈善活动。 慈善行
业组织和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 要依法举办形式多样的
“中华慈善日”宣传活动。

通知提出，创新宣传形式，综
合采取“传统媒体+新媒体”“线
上+线下”等形式多渠道开展宣传
动员活动。要在广播、电视、报纸、
杂志等传统媒体，通过开辟专栏、
开设专题节目、 播放慈善短片等
方式，进行慈善宣传；依托微博、
微信、 抖音等平台推出一批形式
新颖、 易于传播的慈善新媒体作
品。通过投放楼宇广告、发放宣传
单、悬挂宣传牌、摆放宣传板等线
下形式， 利用地标建筑、 地铁车
厢、公交车辆等载体，让慈善宣传
活动深入社区、走近群众。

二是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
会组织党的建设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始终把加强党建工作
作为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
的重中之重来抓，积极探索创
新，取得明显成效，初步建立
起党建引领行业协会商会发
展正确方向的新机制。三是各
地各有关部门切实转变工作
理念和方式，从过去习惯于事
前审批的管理方式，逐步转到
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
来，规范管理力度不断加大，
多方发力的新型监管体系逐
步建构。 四是各地各部门在
加强监督管理的同时， 还注
重加强扶持和服务， 完善支
持政策体系， 有利于行业协
会商会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加快形成。 五是行业协会商
会始终坚持围绕服务党和国
家中心大局开展工作，承担了
大量“企业干不了、行业无人
干、政府顾不上”的事务，全程
参与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一
带一路”建设、助力稳住经济
大盘、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
重点工作，独特优势和功能作
用日益显现。

会议要求，要在新的起点
上不断巩固和深化行业协会
商会改革：一是围绕完善党建
工作体制机制、提升两个“全
覆盖”质量、切实发挥党组织
引领作用、登记管理与党建工
作同步推进等工作不断探索，
着力加强党的领导，引领行业
协会商会沿着正确方向高质
量发展。二是通过完善内部治
理法规政策、建立健全法人治
理结构、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切实加强负责人教育培训、激
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等举
措，着力加强自律自治，进一
步激发行业协会商会内生动

力和活力。三是要进一步加强
行业协会商会民主参与和协
商能力，鼓励行业协会商会承
接政府委托事项，不断完善行
业协会商会帮扶支持政策，持
续提升行业协会商会服务“三
新一高”能力，着力优化发展
环境，为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发
挥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四是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新精神
新要求上来，加快构建新型监
管体制， 发挥部门监管合力，
着力加强综合监管，维护行业
协会商会良好发展秩序。

会议强调， 必须加强组
织领导，持续提高能力水平，
不断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
革。 要加强党的领导，做实深
化改革的根本政治保障；要
健全工作机制， 做实深化改
革的合力基础； 要完善法制
保障， 做实深化改革的法治
基础； 要处理好巩固改革成
果和深化改革之间的衔接配
套， 做实深化改革的工作基
础；要加强宣传引导，做实深
化改革的舆论基础。

会上，北京、浙江、安徽、
江西、山东、广东、重庆、云南
8 个地方民政部门作了典型
交流发言，与会代表实地考察
和观摩了浙江省健康产品化
妆品行业协会和杭州市西湖
区三墩镇幸福荟民生综合体，
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研
讨，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局
长柳拯主持开幕式并作会议
总结讲话。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农业农村部、全国工商联
等相关部门代表，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分管
负责同志和社会组织管理局
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浙江省相
关部门代表共计 90 余人参加
了会议。 （据民政部官网）

（上接 01 版）

如何保障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网信办：要做到“有法有罚，能管善管”

未成年人上网问题一直是
广大家长及全社会共同关注的
焦点话题之一。 如何为这一群
体创造一个干净晴朗的上网环
境、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也
是各方一直努力推动的事情。
一个月前， 由中央网信办等部
门联合组织的“清朗·2022 年暑
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
项行动启动。

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该
专项行动主要聚焦未成年人使
用频率高的短视频直播、 社交、
学习类 APP，网络游戏、电商、儿
童智能设备等平台，集中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涉未成年人问题
乱象，整治重点主要包括严格管
控侵犯未成年人个人隐私问题、
严厉查处诱导未成年人参与直
播打赏等 10个方面。

事实上， 这一专项整治行
动已经持续多年。 那么，在当前
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 网络环
境方面主要存在哪些突出问
题？ 应采取哪些措施？ 在 18 日
上午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
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就上述
问题进行了解答。

盛荣华谈道，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问题是全社会越来越关注
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网信部门
管网治网的重点问题、 难点问
题。 在他看来，当前未成年人网
络环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良和
有害信息问题， 包括低俗色情、
血腥暴力、炫富拜金以及网络欺
凌、人肉搜索等，这些都会影响
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严重侵害
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
网络沉迷问题，目前一些网络平
台功能设计还不够合理，保护机
制还不够健全；三是诱导和实施
违法犯罪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
人利用互联网教唆和引诱未成
年人实施暴力、 诈骗甚至自杀，
有的对未成年人实施性引诱、网
络猥亵等违法行为，性质都是非
常恶劣的。

据盛荣华介绍，围绕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工作，中央网信办高
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一是通过专项治理来进行
全面清理。中央网信办在“清朗”
专项行动当中，每年会围绕几个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
专项整治，每年的专项整治当中
都有关于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保
护的问题，通过专项行动，对一
些突出问题形成露头就打、高压
严打的态势，全面清理涉未成年
人网上的有害信息。

二是通过强化青少年模式
来防范沉迷。 中央网信办指导
主要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特
别是对使用时长、 互动功能都
做了一些限制， 有效地防范网
络沉迷。

三是通过网络举报来保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组织重点
商业网站平台开设涉未成年人
专用的举报渠道， 有效保障未
成年人的网络权益。

四是通过部门合作来溯源
打击。 中央网信办会同公安机
关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在
第一时间尽量切断传播链条，
追溯处置发布账号的主体。

盛荣华表示，下一步，网信
部门要做到“两个增强”：一是
增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
能力， 二是要增强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的成效， 主要举措可概
括为两句话、八个字，叫做“有
法有罚，能管善管”。

“有法”就是要健全完善法律
法规。当前，网信部门正在加快推
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出
台，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配
套制度， 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
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有罚”就是处罚，要持续
加强日常监管， 加大网络执法
处罚的力度， 特别是要紧盯未
成年人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些
网站平台、 产品功能、 位置板
块； 对那些违法违规的网站平
台和账号，在专项行动当中，要
从严处置处罚一批、 集中曝光
一批，形成有力震慑。

“能管”就是要强化管理，
特别是要把保护关口前移，要
管好两个东西，一是管苗头，二
是管源头。 管苗头就是要及时
发现网上那些涉未成年人的苗
头性、倾向性的问题，要把风险
隐患能够管住、防住；管源头就
是要深挖网络乱象背后的利益
链条，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种
种网络乱象的背后， 都有一个
普遍的突出问题， 就是利益链
条比较长， 只有斩断了乱象背
后的利益链条，才能标本兼治，
管住乱象。

“善管”就是要完善保护措
施，如重点优化提升青少年模式
效能，优化算法推荐，通过这样
一些措施，防止平台向未成年人
推送负面有害信息，让未成年人
上网更安心，家长更放心。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图片来源：国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