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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召开社会组织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研判会议

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领
导我们确立和坚持了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
根本制度，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
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
日益繁荣， 网络生态持续向好，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
根本性转变，党风纯正、文化繁
荣、力量凝聚、人心思齐。 但与此
同时，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历史交汇点上，各种力量的博弈
暗流汹涌，各种矛盾的较量错综
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强调，要建立具有强大

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
这一重要要求，为做好社会组织
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

会议强调，社会组织的意识
形态是民政部门意识形态工作
的重要内容，分析研判社会组织
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既是落实党
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客观需要，也
是做好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
的实际举措，还是落实巡视整改
的重要内容。 各级党组织和每名
党员干部一定要站在忠诚捍卫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意识
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增强主

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坚定不移维护社会组织领域意
识形态安全。

会议要求， 一要加强政治
引领，把准正确方向。 要牢牢抓
住理论武装这一核心， 不断增
强社会组织的政治敏锐性和政
治鉴别力。 要坚持用二十大精
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社会组织头
脑，做到逢会必要求，培训必安
排， 不断增强社会组织的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要压实
主体责任，强化政治担当。 一方
面， 要把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工
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党
建工作责任制、 纳入干部目标

管理，与日常工作同部署、同落
实、同检查、同考核，加强分析
研判， 对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
及时进行引导。 另一方面，要充
分发挥党建工作部门、业务主管
单位，特别是社会组织党组织的
作用，压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
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
维，明确任务分工，提升工作能
力，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意识形
态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三要
加强阵地管理， 把握工作重点。
要强化对社会组织网站、办公场
所、出版物的监督检查，防止出
现不良言论和设施。要加强对社
会组织举办研讨、展会、评比达
标表彰等大项活动的审批管理，
对有不良倾向和动机的坚决不
批， 对擅自举办的要依法依规
进行严肃处理。 要高度关注网

络意识形态安全，会同网信、公
安等部门加强对网络社会组织
的管理，坚持用防并举，及时消
除生成网上舆论风暴的各种隐
患，防止出现不良现象和问题。
四要抓实舆论引导， 凝聚发展
正能量。 要坚持正面发声，更加
积极主动地开展社会组织宣传
工作， 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
作和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
点， 及时将社会组织的先进事
迹和经验做法总结好、宣传好，
讲好社会组织故事， 确立社会
组织良好形象， 引导社会组织
充分发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
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为
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建
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
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

广东印发《关于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实施意见》
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日前， 广东省民政厅联合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贴近群众生活、了解群众需求、
服务灵活高效等优势，广泛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助力
培育互帮互助、和谐和睦、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新时代社
区文明新风尚。

“日前，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做好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以线上视频的形式召开分析研判社
会组织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分析研判社会组织领域意识形态风险，

围绕做好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研讨交流。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公维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实施意见》 明确总体目
标：以社区社会组织为平台，融
合岭南文化精神， 打造具有广
东特色的社区文明。 依托城乡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社区社会
组织， 加大社区志愿服务站点
建设力度， 推动社区志愿服务
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围绕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
导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开展群众
性文化教育活动和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弘扬时代新风。 发挥社
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文化建设中
的积极作用， 推动形成具有本
地特色的地名文化、社区文化、
村镇文化、 节日文化、 志愿文
化、广场文化。

《实施意见》指出，社区社
会组织要围绕六大主要内容广
泛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第一，落实凝心铸魂。 推动
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把学习宣传
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任
务，深入社区、贴近居民，开展
生动活泼、 形式多样的学习宣
传活动，充分展现党的十九大
以来五年和新时代十年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
伟大变革，激发广大群众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认
同、 情感共鸣和理论共识，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 做到“两个维
护”，矢志不渝拥戴核心、信赖
核心、忠诚核心、维护核心，坚
定不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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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弘扬新风正气。 推动

社区事务类等社区社会组织参
与制定（修订）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 参与组织文明家庭等创
建活动和社区道德模范、 身边
好人等评选宣传活动。 发挥农
村红白理事会、 乡风文明理事
会等在改革婚丧礼仪等方面的
作用， 强化村规民约的引导作
用和约束力。 发挥党员、村民代
表带头作用，倡导婚事新办、丧
事俭办、喜事简办。 动员公益慈
善类和社区事务类等社区社会
组织开展倡导“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社会风尚活动，引导文明
旅游、文明交通、文明餐桌的行
为风尚，广泛开展植绿护绿、垃
圾分类等活动。

第三，丰富精神文化。 推动
文体活动类等社区社会组织围
绕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积极开展相关主题活动。 根
据群众需求， 组织优秀电影播
映、文艺汇演、广场舞、体育比
赛、技能培训、法治宣传、科学
普及等活动。 利用重要传统节
日、重大节庆日和纪念日，组织
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主题活动。

第四，聚焦便民服务。 推动
生活服务类和公益慈善类等社
区社会组织围绕“服务老、养育
小、让中青年发展好”等群众最

现实关切，积极提供家庭服务、
健康服务、养老服务、育幼服务
等广大群众需求迫切的服务 ，
主动融入城乡社区便民利民
服务网络。 引导农村社区社会
组织开展以生产互助、养老互
助、救助互助为主的活动。 引
导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
区防控工作，用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经验，助力建
立健全平急结合的社区志愿服
务机制。

第五，创新社区治理。 结合
“平安广东”的工作要求，推动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平安社区建
设， 动员社区事务类等社区社
会组织参与调解社区物业纠
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环境
卫生、治安巡逻、商圈整治、流
动人口管理服务和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纠纷， 推动信访因素化
解。 动员公益慈善类等社区社
会组织协助做好社区矫正、社
区戒毒、刑满释放人员帮扶、社
区防灾救灾、卫生健康、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等工作， 有序参与
应急救援、疫情防控等工作，助
力社区治安综合治理。

第六，优化服务阵地。 推动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升级改
造， 协同文明办打造具有社区

社会组织特色亮点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平台， 把枢纽型社区社
会组织建设成集宣传展示、教
育培训、 功能孵化于一体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平台。

《实施意见》强调，各地民
政部门、 文明办要统筹部署安
排， 将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全面融入
中心工作， 进一步完善社区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工作机制。
要整合平台资源， 为社区社会
组织开展各类活动提供场地、
设备等支持， 组织开展相关人
才培训， 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 要加强协调
沟通， 主动联合各有关部门共
同推进， 进一步助力完善社区
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 社会慈善资源的
联动机制。 要加强分类指导，各
地民政部门要加强对社区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以及志愿服务规
范指导，认真落实好《广东省社
区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办法（试
行）》。 要做好宣传引导，组织相
关新闻媒体充分报道各地社区
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的成效， 努力营造良
好社会氛围， 推动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 （据广东省民政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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