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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东营市垦利区委员会文件
垦政协发〔2018〕6 号

垦利区政协 2018 年志愿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2018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一年，也

是全力实施“十三五”规划、建设美丽幸福新垦利的关键一年。

为进一步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全

面激发全区广大政协委员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扎实推进“志

愿垦利”建设，不断提高垦利文明程度，现根据国务院《志愿

服务条例》、中央文明委《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

国家民政部《志愿服务记录办法》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垦利区

2017-2018 年度志愿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有关要求，结合区政协

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以树立先进的志愿服务理念、建立完善的志愿服务制度、

组建系统的志愿服务团队、提供特色的志愿服务种类、搭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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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志愿服务平台为目的，激励全区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

干部职工形成“全员参与志愿服务、人人争当服务明星”的良

好氛围，为推动全区志愿服务工作快速发展、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新城区，美丽幸福新垦利”贡献政协力量。

二、活动主题

传递爱心、温暖同行

三、工作举措

（一）成立领导机构

为切实加强对区政协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工作的组织领

导，保障全年志愿服务工作顺利高效的开展，现成立区政协志

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葆春

副组长：黄 虎、刘金忠、冯建国、孙学田、李朝晖、

李玉红、于泮义

成 员：李德法、郭树礼、张英伟、丁世华、刘宪亮、

胡卫东、张吉存、姜青强

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张吉存

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由姜青强、孙凌燕、毕正昊、牟龙飞组

成，办公地点设在区政协机关。办公室主要负责区政协志愿服

务各分队志愿服务工作的部署、协调、组织、联络、督导检查

等日常工作。

（二）完善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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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区政协成立垦利区政协志愿服务队，统筹管理协调各

分队志愿服务工作。区政协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工作在区政协

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

区政协志愿服务队下设十二支队伍，具体安排如下。

1、区政协机关志愿服务队（分管领导：刘金忠；责任人：

李德法；队长：张吉存）；

2、区政协区直二组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黄

虎；责任人：李德法；队长：梁东光）；

3、区政协区直三组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冯

建国；责任人：郭树礼；队长：王春青）；

4、区政协区直四组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冯

建国；责任人：郭树礼；队长：王少华）；

5、区政协区直五组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孙

学田；责任人：张英伟；队长：尚建厂）；

6、区政协胜坨镇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孙学

田；责任人：张英伟；队长：魏克绪）；

7、区政协郝家镇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李朝

晖；责任人：丁世华；队长：任方旭）；

8、区政协永安镇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李朝

晖；责任人：丁世华；队长：韩鑫）；

9、区政协黄河口镇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李

玉红；责任人：刘宪亮；队长：许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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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政协董集镇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李

玉红；责任人：刘宪亮；队长：王东）；

11、区政协垦利街道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

于泮义；责任人：胡卫东；队长：王昕）；

12、区政协兴隆街道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分管领导：

于泮义；责任人：胡卫东；队长：盖晓楠）。

区政协机关志愿服务队由区政协主席、副主席、党组成员

及机关全体干部职工组成。各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由各学习

活动组政协委员组成。各分队设置队长 1 名，副队长 2 名。队

长与副队长负责各分队志愿服务工作总体规划，事务决议，协

调联络，工作考核，领导和指导各部门的行动，是队伍主要负

责人。各队长负责各分队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及队伍管理，各副

队长负责各分队日常事务运作。原则上各分队内部组织分工自

行安排，建议设置组织策划部、综合协调部、宣传推广部等必

要职能部门。

（三）组建“爱心企业联盟”

充分发挥企业家委员和促进企业发展联谊会在志愿服务活

动中的作用，建立企业家志愿服务队伍，会同区宣传部共同组

建垦利区“爱心企业联盟”。面向区内中小微企业开展有关企

业法律、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战略规划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

宣讲服务。面向社区开展普及互联网应用知识、防止电信诈骗、

家电维修、普及家电保养及家电安全使用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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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益活动。更多地关注社会公益、环保、新技术、养老、文

化推广等领域，广泛开展扶贫济困、捐资助学、助老扶残、赈

灾救助等志愿服务活动。

（四）探索建立四项交流互动机制

为切实做好区政协志愿服务工作，努力提高志愿服务工作

水平，区政协探索建立四项交流互动机制。加强区政协志愿服

务队与区志愿服务总队及各区直部门志愿服务队的交流互动；

加强区政协机关志愿服务队与各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的交流

互动；加强各政协委员志愿服务分队之间的交流互动；加强区

政协志愿服务队与市内兄弟县区志愿服务、市外先进地区志愿

服务队的交流互动，真正做到资源共享、扩大影响、提升水平。

四、工作任务

（一）夯实各类志愿服务基础

常态化推进是区政协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的

支撑，从志愿者能为、可为、愿为的角度出发，以“我们的节

日”、“学雷锋月”、“敬老宣传月”、“国际志愿者日”等

重大节点和重大活动为契机，围绕“传递爱心，温暖同行”这

一主题，广泛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营造“人人都是志愿者，

人人争当志愿服务明星”的良好氛围。一是开展“三关爱”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关爱他人志愿服务活动，针对空巢老人、

农民工、留守儿童和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广大政协委员根据自

己从事的职业特点，积极组织开展医疗服务、爱心帮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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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捐资助学、就业创业等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关爱自然志

愿服务活动，积极普及低碳生活理念，开展环境保护、植树种

绿、文明旅游、“清洁环境、美化家园”等志愿服务活动。开

展关爱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以创建文明城市为主要载体，积极

开展宣传普及文明礼仪知识、综合秩序整治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活动。积极开展网络文明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利用网站、

微信、微博等媒体，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理念，传递

正能量、引领新风尚。二是以“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为载体，

广泛开展学习经典、经典诵读、节日民俗、文化娱乐、体育健

身及文化进基层、进社区、进农村等志愿服务活动。三是在“学

雷锋月”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志愿服

务活动，组织志愿者清洁马路隔离栏、广告牌，开展绿色环保

等“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四是以“敬老宣传月”为契机，

组织志愿者开展上门关爱空巢老人、慰问残疾人、“一对一”

重点帮扶、“邻里守望”茶话会等志愿服务活动，把爱和关怀

带给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居民。五是在“国际志愿者日”其间，

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悬挂宣传标语、制作板报、

发放宣传手册，广泛宣传志愿服务精神。充分利用多种媒体宣

传报道志愿服务活动，展现“我奉献、我快乐”的志愿者风貌，

营造出广大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开辟志愿服务阵地

一是探索开展“道德讲堂”巡讲活动。结合政协机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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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委员所在单位“道德讲堂”这一宣传阵地，重点打造一批志

愿服务专题“道德讲堂”。收集全省、全市、全区志愿服务中

的优秀志愿者先进事迹材料，对事迹进行挖掘、整理、汇编成

册，配发到专题讲堂。邀请优秀志愿者走进讲堂，用“身边人

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同时发动各分队志愿者参与

到“道德讲堂”巡讲活动的讲堂服务工作中来，积极营造“志

愿事迹进讲堂、志愿人物进讲堂、志愿服务进讲堂”的良好氛

围。力求通过开设志愿服务专题“道德讲堂”，使“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真正走进广大委员所在的部门、

单位、社区、企业、乡村。二是新建政协志愿服务阵地。各分

队要充分利用老年公寓、敬老院、学校、医院等场所，建设政

协志愿服务阵地。认真梳理各阵地所需服务种类，细化分解，

做到统筹协调、合理安排，从根本上杜绝重复服务、扎堆服务、

遗漏服务等现象，将志愿服务阵地作用发挥到最大。

（三）培育新兴志愿服务队伍

各分队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面广的优势，根据委员工

作特点，动员广大政协委员志愿者和热心志愿服务工作的社会

力量，建立一批新兴志愿服务队伍，推动政协志愿服务工作全

面发展。一是建立女性政协委员志愿服务队伍。充分发动各分

队女性志愿者力量，展示巾帼志愿服务者风采，建立女性政协

委员志愿服务队伍，围绕弘扬文明风尚、促进社会和谐、关爱

困难妇女家庭、拓宽妇女创业就业渠道、法律维权、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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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男女搭建交友平台、文教娱乐等内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二是建立文化宣传志愿服务队伍。依托区政协书画之友社，积

极开展文化宣传进社区、“送书、送画、送春联”等志愿服务

活动，深入到农村、社区、校园等送文化、做宣传。三是建立

青年志愿者队伍。充分发动青年志愿者力量，建立青年志愿者

队伍，积极参与到文明城市创建，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和社会公

益活动中来，有效发挥青年志愿者的朝气与活力。

（四）做好信息报送及典型宣树工作

一是各分队要做好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情况报送工作。原则

上各分队每季度至少开展 1 次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完成后，及

时将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情况（包括活动方案、活动记录表、活

动图片等，活动记录表见附件 1）发送至 klzxzyfw@163.com 邮

箱。区政协志愿服务队安排专人负责信息汇总收集工作、志愿

服务记录工作，工作情况随时总结报送有关部门。各分队负责

对本队志愿者进行管理，区政协志愿服务领导小组对各分队信

息上报及志愿者服务时长进行季度通报。二是做好对优秀志愿

服务分队和优秀志愿者的宣传、选树工作。从 12 支队伍中选出

特色鲜明、社会责任感强、群众认可度高的团队，推选出一批

优秀志愿者和志愿服务优秀组织者，向区级、市级志愿服务管

理机构进行推荐，通过拍摄团队专题宣传片、报纸专栏、政协

网站、新媒体推送等形式，大力宣传志愿服务知识，宣传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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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活动和优秀志愿者的感人事迹，提高了公众知晓率和参与

率，带动更多人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列。

（五）做好志愿服务总结交流工作

一是适时召开志愿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对志愿服务工作

中的先进理念、典型经验和特色服务梳理汇总进行交流，并邀

请志愿服务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志愿服务专题讲座，重点针对

志愿服务工作过程中重难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讲解，为各分队

今后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理清思路、指明方向。二是积极开展志

愿服务表扬活动，对志愿服务工作中选树的优秀志愿者、优秀

团队和志愿服务优秀组织者进行通报表扬，营造“人人传递爱

心、处处温暖同行”的强大社会氛围。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整体合力。建立区政协志愿服

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主要负责区政协志愿服务队及各分队志

愿服务活动的总体规划、协调指导、督导调度和监督管理（联

席会议制度见附件 2）。各分队要在联席会议领导下开展志愿服

务工作，要把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措施去抓。各分队要结

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方案，认真研究部署。要各展所长、各

尽其能，号召广大志愿者通过奉献和付出、爱心和善举，在帮

助他人、温暖他人中实现个人价值，形成志愿服务整体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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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合力。

（二）大力宣传推广，营造浓厚氛围。加大对志愿服务的

宣传力度，把培育健康向善的志愿服务文化贯穿到活动的全过

程，广泛传播“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引导人们在参与中培育高尚道德情操。充分发挥报刊、广播、

电视等大众媒体及微信推送、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传播社会主流

价值的渠道作用，及时展现区政协志愿服务活动情况，宣传志

愿服务活动和志愿者感人事迹，重点挖掘先进典型，积极营造

有利于志愿服务开展的社会氛围。

（三）精心安排部署，务求工作实效。各分队要高度重视，

周密部署、精心实施、狠抓落实、突出创新，要在志愿服务理

念宣传，志愿者队伍拓展、组织管理、开展活动上下功夫，确

保志愿服务活动贴近实际、富有成效，真正能为群众排忧解难，

雪中送炭，能够切实提高全民素质，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尚。

附件：1、区政协志愿服务活动记录表；

2、区政协志愿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及成员职责

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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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区政协志愿服务活动记录表
填报单位：区政协 分队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志愿者人数 服务小时数

服务人次 活动组织者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活

动

情

况

记

录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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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区政协志愿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根据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中央文明委《关于推进志

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国家民政部《志愿服务记录办法》有

关文件精神以及《垦利区 2017-2018 年度志愿服务工作实施方

案》有关要求，扎实推进区政协志愿服务工作的全面开展，建

立区政协志愿服务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现将联席会议职责、议事规则及人员组成公布如下：

一、联席会议主要职责及议事规则

（一）主要职责

联席会议在区政协的领导下，主要负责区政协志愿服务队

及各分队志愿服务活动的总体规划、协调指导、督导调度和监

督管理。

（二）议事规则

1、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 1 次，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

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会议。

2、各联席会议成员要主动研究涉及志愿服务工作的有关问

题，按要求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布置的工作任务，

按要求准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工作情况。各成员之间要互

通信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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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垦利区政协志愿服务工作联席会议人员组成

总召集人：孙学田 区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召 集 人：李德法 区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成 员：张吉存、梁东光、王春青、王少华、尚建厂、

魏克绪、任方旭、韩 鑫、许志刚、王 东、

王 昕、盖晓楠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政协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李德法

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张吉存同志担任。

垦利区政协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1 日

垦利区政协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