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伙伴日活动集锦一览

洁净海岸线，还原海洋蓝

今年 9月 21 日是世界清洁
日，“联劝公益”携手环保类公益
项目“捡拾中国”举办了“2019城
市益行 Pick In Red”，数百名热
心市民来到上海滨江森林公园，

走近海岸线， 通过捡拾垃圾，洁
净海岸线，还原海洋蓝。捡拾的

沿途设置了环保游戏关卡，在游戏
中了解更多环保小知识。现场还可
以凭借捡到的垃圾积累积分、兑换
工具。所有参与者同时还身负筹款
任务，所筹善款将捐到联劝公益伙
伴专项基金，支持上海地区公益组
织的发展。

首届“公益创业大赛”收关

首届“上海公益创业大赛”在
本届“公益伙伴日”期间落幕。该
赛事由上海公益创业基地、 上海
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联劝

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 以解决社会
问题为导向，鼓励引导公益创业者，

开拓探索公益创业之路， 搭建赋能
增能平台、拓展创业资源渠道。

“公益伙伴专业沙龙”精彩纷呈

今年 “上海公益伙伴日”的
志愿服务专业沙龙由市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及市公益服务促进
中心等联合承办。经筛选而出的
20场沙龙都贴合 “志愿服务”主

题，围绕“志愿服务精神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志愿服务行为规
范”等四个方向开展，讨论的话题
覆盖党建、社区、垃圾分类、教育等
各个领域，也涵盖各类人群。

公益大闯关全面升级

今年的“公益大闯关”

携手上海教育报刊总社共同举
办并全面升级。

“闯关”项目包含以无障碍沟
通技艺为主的 “无声表达术”、指
尖上的非遗技艺 “木偶制秀术”、

辅助科技小发明的“记忆破阵法”等
一系列趣味性、 实用性兼具的公益
小技能， 同时还设有优秀校园公益
项目、垃圾分类星尚玩法、公益朗读
亭、绿色嘉年华等更多活动，供公众
全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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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供需对接平台”

（http://shzz.mzj.sh.gov.cn:

8080/gxpt -app -admin/a/

credit/index） 近日正式上线
运行。

作为市委今年推进社
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工作项
目和本市鼓励、支持社会组
织发展的重要举措，该平台
的推出，标志着将有更多有
实力、有能力、有信誉的社
会组织， 将有机会获得更
多、更大的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从而形成品牌和规模效
应，实现做大做强。

据市民政局（市社会组
织管理局）介绍，即日起，

通过这一平台， 作为购买
服务主体的相关政府部门
和作为承接服务主体的社
会组织，都可以发布、查询
和使用 “政府购买社会组
织服务”的相关信息，从而
实现供需双方的信息对称
和供需匹配。同时，也有利
于打破区域之间的壁垒 ，

实现社会组织的跨区域竞
标服务。

此外，通过该平台的大
数据汇总梳理，政府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的相关政策将
得到进一步完善。

目前， 已有近 1500 个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
目发布在该平台上，其中六
成以上是基本公共服务类
项目。 预算总金额逾 3 亿
元，20-50 万元的项目数量
最多，占比超过 35%。

与此同时 ， 也有 200

多家社会组织发布了近
500 个可供政府购买的服
务项目。

本届“公益伙伴日”将重点放在“公益四进（进校
区、进园区、进商区、进社区）”中的“公益进校区”之
上，邀请本市约 50家中小学、高校，以公益项目的形
式进行综合展示。

现场还邀请了多个适合在校园内开展公益项目
的社会组织进行 TED演讲， 促进中小学校与企业的
项目对接，让更多学校与更多公益项目“相遇”，让更
多学生接受公益文化教育。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朗朗吟诵声回荡在
本届“公益伙伴日”现场。面向本市中小学生的第二届公
益诗词大会，通过学生原创、寻找公益诗词等活动，让诗
词和公益交相辉映， 引导广大青少年热爱祖国传统文
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让公益情怀扎根
孩子们的心田。

都说“少年强则国强”，同样道理，当少年心怀公益
之情，我们这座“公益之城”将愈加繁荣而温暖。

由市民政局、上海广播电视台共同主
办的“2019上海公益盛典”9月 21日在东
视剧场举行。会上发布了“2019 年度上海
公益数据”，该数据在前两年的基础上，更
加聚焦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 盛典上，

同时揭晓了“十佳公益机构”“十佳公益项
目”“十佳公益故事”“十佳公益伙伴企业”

“十佳校园公益”“十佳公益基地” 等 2019

年度“公益之申”六大公益榜单。

截至 2019年 8月末， 上海全市共有
社会组织 16760家， 其中基金会 493家，

全市基金会总资产逾 190 亿元， 其中 31

家基金会总资产过亿。同时，全市拥有慈
善组织 386家， 其中 25家已取得公开募
捐资格，2018 年公开募捐备案 254 次。全
市现有社区基金会 80 家， 净资产总计
2.55亿元， 累计开展公益项目 600余个，

公益支出 4800余万元，服务社区群众 100

万人次以上。

在社会捐赠方面，2018年， 全市社会
组织接受社会捐赠总计 50.85亿元。 截至
目前，全市共建有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站
点 3240 个， 其中经常性捐助接收站 200

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 3040个，已实现在
本市中心城区居委会层面的全覆盖。全市
共建立各类慈善超市 173家。

在扶贫帮困方面，2019 年 1 至 8 月，

全市参与扶贫工作的社会组织共 191家、

扶贫项目 675个，扶贫资金 10.34亿元，其
中用于外省市扶贫资金 7.59亿元。

在公益基地建设方面， 截至目前，全
市已创建公益基地 4755家，通过“公益上
海” 平台为本市志愿者发放 “公益护照”

288427本， 设置志愿服务岗位 11550个，

累计记录志愿服务总时长 187035.7小时。

截至 2019年 8月末， 全市依法登记的志
愿服务组织共有 226家。

晚会上， 还揭晓了六大 2019年度上
海“公益榜单”，上海地铁公共文化发展中
心、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咖啡
绿植、“光明电池，冲浪星点亮盲人互联网
世界”、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
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上海市儿童医
院等，分别获得上海年度“十佳公益机构”

“十佳公益项目”“十佳公益故事”“十佳公
益伙伴企业”“十佳校园公益”“十佳公益
基地”殊荣。

本届“上海公益伙伴日”开幕日上，市民政局
（市社会组织管理局）首次发布了“上海市品牌社
会组织”，36家社会组织获此殊荣。 这是上海市民
政局（市社会组织管理局）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
理机关，在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推动社会组
织积极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所作的一次有
益尝试， 旨在集中展示一批代表上海社会组织发
展水平，诚信自律、运作规范、具有示范引领效应
的社会组织。

经多方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最终
上榜的 36家品牌社会组织包括“社团、民非、基金
会”等三类社会组织，行业涵盖科技、科研、法律、教
育、社会服务、工商服务等。

这些社会组织，或聚焦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
运中心，或聚焦打响上海“四大品牌”、创新社会治
理、提升公共服务等方面，均在各自领域发挥积极
作用、取得重要成果，同时也创立具有特色的品牌
项目或品牌服务。如：上海慈善基金会坚持以“安
老、扶幼、助学、济困，依靠社会办慈善，办好慈善为
社会”为宗旨，积极发掘慈善资源，实施慈善救助项
目，传播慈善公益理念等；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枢纽组织作用，以党建引
领促进行业协会规范化建设，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开发“节能减排小组活动、上海制造品牌微视频发
布活动”等多项首创性举措；上海市数字内容产业
促进中心发挥自身优势， 于 2014年创立了中国移
动互联网视听产业“金桥汇”，陆续吸引了 2000 家
企业、5000人共同参与， 为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和
个人寻求突破创新提供无数的专业观点和方案，构
建了一个汇聚观点、整合资源、产业对接和合作交流
的国际化高质量平台。此外，上海交响乐团文化发展
基金会以“支持和组织交响乐新作品的创新、排练、

演出， 普及交响乐， 发展交响乐事业” 为宗旨，于
2010年联合创办了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它填补
了上海国际大都市没有古典音乐节的空白， 也成为
国内首个于每年夏天定期举办的大型跨界音乐节。

———第九届上海公益伙伴日巡礼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平日经常加班的周先生起得比工作日还
早，因为要陪孩子一早赶到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去。第九届上海“公益
伙伴日”活动开始了，而他的孩子正是“公益小记者”，“等一整天的
活动走下来，估计有 1万步了，到时候上‘腾讯公益’，把步数捐出去
支持公益项目”，他这样想。

从城市另一侧赶来的上海杉达学院学生小芸，是来给上海“公
益伙伴日”活动当志愿者的。等地铁时，她顺手在网上预订了一张电

影票，影片是即将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随后，她在支付宝“蚂蚁
森林”收取了电子购票所产生的绿色能量。用不了多久，她就可以种
下她的第三棵“树”。未来，这样的虚拟树，将通过“蚂蚁森林”在荒漠
中种下真的树。

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 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都像周先
生、小芸一样，习惯于这种“时时公益、处处公益、随手公益”的生活，

他们日渐成为上海公益事业的中坚力量。 腾讯公益平台的数据显

示，公益参与人群中，34岁及以下的人群占到了 75%；支付宝公益
平台的数据显示，80后、90后在捐赠总人数中占了 83%。 在互联网
构建的虚拟世界之外，在网络数据难以统计到的现实生活中，还有
更多人在身体力行地为公益奉献着也许微薄但却宝贵的力量。

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上海“公益伙伴日”连续举办了九年，更
多的人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结为伙伴、携手同行，用一种人文的方
式，测量着这个城市的另一种温度。

■ 任薇 钟华

2019年，上海最受关注的热词之一就是“垃圾分
类”。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社会组织无疑
成为垃圾分类的“助燃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上
海开展垃圾分类、 进行资源利用以及相关环保活动
的社会组织已有近百家， 他们在社会动员、 行业引
领、资源化利用、创新示范、社区营造等方面发挥着
积极作用。

本次伙伴日期间的“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案例
展”，选取了 18家社会组织的典型案例，他们有的走
入社区，利用画廊、板报、微信公众号、公益微电影等
媒体，通过编制小剧目、手工制作环保产品等形式，进
行垃圾分类的组织动员、宣传指导；有的帮助快递、物

业等相关行业制定发展绿色标准， 倡导建立自律诚信，

引导行业单位规范有序运行；有的以项目运作、活动策
划为重点，链接各方资源，提供专业支撑，进行“旧物回
收日”“垃圾分类微体验馆”等有创意、有实效的品牌设
计；有的立足社区，与街道、居委等单位密切协作，既打
造了社区营造新亮点，也拓展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的新领域、新舞台。

本届公益伙伴日的主题论坛是 “新时尚·社会组织
参与垃圾分类”，邀请市人大、市委党校、市绿化市容局
以及来自街镇和社会组织的代表，共商共议社会组织在
参与垃圾分类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有效地
参与社区治理的系统性工作。

新时尚·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是落实中央关于精
准扶贫战略思想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上海社会组织把规划与建设、扶贫与扶
智、物质帮扶与思想理念传递有机结合，主动融入政
府对口支援，以上海对口支援的云南文山、新疆喀什、

贵州遵义、 西藏日喀则等地为主要的精准扶贫地区，

与当地政府合作， 根据各地区自身的特点和脱贫需
求，积极认领需求清单，设计扶贫项目，精心组织实
施，不仅是输血，更是造血，推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据统计，2016年、2017年上海社会组织累计援建项目
170个，总投资 1.15亿元。

在第九届“公益伙伴日”现场的社会组织服务“三区
三州”精准扶贫展中，现场观众聆听到了千里之外在教
育扶贫中受助孩子们感谢的话语，这份真诚的谢意足以
令每一位心怀善意的爱心人士动容。

感动之余，许多观众还在现场认领了云南、西藏等
地区困难儿童的“微心愿”———“我想好好学习，所以请
给我一些学习用品”“我想要很多的书”“长大了我想当
特警，现在我想要一个篮球”等；或者在寄语墙上留下几
句鼓励与支持的话。

这些点滴爱心，日后都会由专门的工作人员分类整
理，送到受助的孩子手里。

温暖·市民认领微心愿

希望·孩子与公益相遇

申城发布
年度公益数据与“公益之申”六大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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