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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二届北京社会组织
推介活动开幕。 据悉，本次推介
活动以“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在
行动”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推
介宣传、深入基层开展公益服务
的方式，集中展示北京市社会组
织发挥作用情况，动员、引导全
市社会组织大力弘扬公益文化，
有效整合公益服务资源，广泛参
与社会治理。

据介绍，十年来，北京社会

组织实现了从数量增长、规模扩
张向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性转变， 社会组织服务国家、
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
意识大幅提升，社会组织在促进
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
社会治理、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年来，北京社会组织总量
大幅提升，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从 2012 年年底的 7965 家增长到

12700 家，增长约 60%。 其中，社
会团体 4347 家， 社会服务机构
7534 家，基金会 819 家；备案社
区社会组织从 14594 家增长到
71325 家，增长近四倍。

社会组织登记资产超过
1000 亿元，从业人员从十年前的
14.5 万人增加至 21.39 万人，社
会组织服务内容涵盖教育、科
技、体育、文化、卫生、法律、社会
服务等多个领域，为社会建设和

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

近 3000 家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
坚项目 3500 余个， 总计投入 20
余亿元；300 余家社会组织参与
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项目金额
1.7 亿元；160 家社会组织参与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服务宣传。

在助力抗击疫情方面，基金
会捐赠支出超过 16.6 亿元、募集
物资 2900 多万件， 为抗击疫情
提供有力支持。

在支援抗震救灾方面，北京
社会组织向河南洪涝灾区捐款
6.7 亿元、物资 41.5 万件；向四
川泸定地震灾区捐款超过 1500
万元。

在支持行业发展方面，广大
行业协会商会积极反映行业诉
求，制定行业标准，加强行业诚
信体系建设， 搭建行业协作平
台，有效凝聚行业力量，推动行
业发展。仅 2020 年和 2021 年，行
业协会商会向各级政府部门提
出意见建议 155 条，参与制定国
家标准 13 项、地方标准 10 项、团
体标准 177 项。

在引领科技创新方面，以新
型研发机构和中关村产业联盟
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为促进科技
进步、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约
5000 家社会组织深耕一线，提供
养老服务、困难帮扶、环境保护、
矛盾化解等社会服务，成为推动
国家和北京市各项政策在基层
落地生根的重要力量。

另据介绍，十年来，北京市
社会组织监管工作成效显著，构
建了年度检查、等级评估、抽查
审计、换届审查、信用评价“五位
一体” 的综合监管体系。 截至
2021 年年底，评估等级处于有效
期内的市级社会组织共 1589
家，其中 5A 级 227 家、4A 级 545
家、3A 级 697 家。

此外，北京探索开展动态信
用监管，出台《北京市社会组织
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 建立
了社会组织诚信建设管理平台，
将社会组织基本信息、 绩效信
息、荣誉信息、失信信息纳入信
用系统，截至目前共归集社会组
织信用信息 24.55 万条。

北京社会组织总量大幅提升
登记资产超 1000 亿元

会议强调，坚决捍卫“两
个确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干部的重大政治责任，必
须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各级民
政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胸怀
“国之大者”， 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不断增强对“两个确立”的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 要矢志不渝忠诚核
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
核心，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
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
矩，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强党
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将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全面贯彻到民政工作
各领域各方面，确保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 要全面准确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着力从制度上、根本上、
长远上解决问题、引领推动民
政工作改革发展。 要自觉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
播者、忠实践行者，深刻领悟
其中蕴含的政治立场、思想观
点、工作方法、人民情怀和担
当精神，切实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会议强调，民政部机关作
为民政系统践行“两个维护”
的第一方阵，必须牢固树立政
治机关的意识，努力建设让党
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
模范机关。 要增强各级党组织

政治功能，引导党员干部树牢
党的民政工作意识、锤炼忠诚
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严肃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要牢记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持续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
良好干事创业环境，引领党员
干部把讲政治的要求具体体
现到履行主责主业上，体现到
改进工作作风上，体现到严守
纪律规矩上，体现到增强能力
本领上，体现到实现民政工作
高质量发展上。 要把抓好巡视
整改作为捍卫“两个确立”、做
到“两个维护”的试金石，大力
推进集中整改任务按时高质
量完成，推进长期整改任务取
得阶段性成果，切实将整改工
作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
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
班子队伍建设， 实现以巡促
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扎实
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会议强调，党的二十大召
开在即，各级民政部门广大党
员干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坚定不移捍卫“两个确
立”、做到“两个维护”，履职尽
责、攻坚克难、开拓进取，推动
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党
和国家中心大局，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部党组成员，驻部纪检监
察组、各司（局）和直属单位全
体党员干部以现场或视频方
式参加了会议。

（据民政部官网）

（上接 01 版）

近日，青海省印发《青海
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
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
案》），明确全省儿童福利机构
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
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措施，
为提升儿童福利机构保障服
务能力，加快实现儿童福利事
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

《实施方案》要求，坚持儿
童利益优先，坚持优化提质和
创新转型并重，构建符合青海
实际，更加专业、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的新时代儿童福利工
作服务体系。 市（州）级儿童福
利机构，原则上负责收留抚养
本辖区由民政部门长期监护
的儿童。 县（区）级的儿童福利
机构，原则上转型为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做好对生活无
着的流浪乞讨 、 遭受监护侵
害、暂时无人监护等未成年人
救助及临时监护工作。 力争
2025 年全面完成全省儿童福
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
工作，使儿童福利机构高质量
发展态势不断巩固，儿童福利
机构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权责
关系更加明晰，保障服务更加
高效。 市（州）级儿童福利机构
全面实现优化提质，县（区）级

儿童福利机构全面完成创新
转型。

《实施方案》明确了推动
儿童福利机构提质转型的主
要措施：

一是市（州）一级做好符
合条件儿童的收留抚养，做到

“应收尽收”，在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范围内
做到“应纳尽纳”。 通过提升医
疗保障水平、康复专业能力和
教育保障水平，满足儿童康复
需求和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受
教育权。 优化儿童成年安置政
策，落实好生活、住房、就业保
障和户口迁移等政策，加强就
业援助， 做好基本生活保障。
引导社会工作者和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的儿童福利机构，
依法依规参与养育、 医疗、康
复、教育、安置、社会工作督导
和提供医疗、 康复等服务，并
进一步严格机构监督管理，加
快推进儿童福利机构标准化
建设。

二是县（市、区）一级坚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根
据儿童本人意愿和实际情况，
做好各项移交工作，并通过整
合儿童福利资源，推动创新转
型取得实效。 依法做好符合民
政部门临时监护情形的未成

年人收留抚养工作，开展区域
内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散居孤
儿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指导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切实履
行关爱儿童保护各项职责。 积
极争取各地党委政府支持，积
极培育 、 引导和规范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为儿童福利保障工
作提供支持和服务。

该方案也明确了相关保
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民政部门要履行好牵头
职能和主管职责， 统筹协调、
督促指导，共同解决儿童福利
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中
的急难问题。 二是强化部门职
责。 各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
工做好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儿
童户口迁移和登记、 就学、医
疗、成年安置等工作，形成工
作合力， 着力推进儿童养育、
医疗、康复、教育、社会工作一
体化发展。 三是确保平稳有
序。 分阶段确定任务，分阶段
完成既定工作， 加强工作协
调，确保如期全面完成儿童福
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
工作，为推动全省儿童福利和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高质量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青海： 积极培育、 引导和规范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未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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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从 2012 年年底的

7965家增长到 12700 家，增
长约 60%。 其中，社会团体
4347 家， 社会服务机构
7534 家， 基金会 819 家；备
案社区社会组织从 14594
家增长到 71325 家，增长近
四倍。 社会组织登记资产超
过 1000亿元，从业人员从十
年前的 14.5 万人增加至
21.39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