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共 重 庆 市 委 宣 传 部
重 庆 市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中共重庆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重 庆 市 民 政 局
重 庆 市 体 育 局
共 青 团 重 庆 市 委 员 会

文件

渝文明办 〔２０１７〕３７号

关于印发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志愿服务交流会总体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 (自治县、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党 (工)委宣传部,

文明办、网信办、民政局、体育局、团委,各有关单位:

«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总体方案»

已经各单位同意,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方案要求,认真组织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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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重庆市委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重 庆 市 民 政 局

　　重 庆 市 体 育 局 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７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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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暨志愿服务交流会总体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按照市文明委工作安排,制定首届重庆市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 (以下简称赛会)方案.

一、赛会名称

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

二、赛会主题

德耀巴渝　志愿重庆

三、赛会时间

２０１７年６月至１２月

四、主办、承办、协办及支持单位

(一)主办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委网信办、市

民政局、市体育局、共青团重庆市委

(二)承办单位:重庆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重庆市互联网界

联合会、重庆晨报传媒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重庆奥体中心

(四)支持单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

五、组织机构

赛会设领导机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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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机构.赛会设立领导小组,由主办单位有关领导

同志组成,负责赛会的组织领导、宏观决策和督促落实工作.市

文明办负责赛会的组织筹备工作,负责指导各区县、行业系统、

高校、企业等做好项目申报工作,指导做好组织评审、资源对

接、展会组织、成果运用等工作,加强政策支持.市委网信办负

责协调腾讯公司等网络媒体加大支持力度,负责指导网信领域社

会组织的动员、项目申报等工作.市民政局负责指导社会组织的

动员、项目申报及政策支持等工作,指导有关社会团体、基金会

做好资源整合及对接工作.市体育局负责指导体育类志愿服务组

织的动员、项目申报工作,负责指导重庆奥体中心做好相关资源

对接、支持工作.团市委负责指导青年志愿服务组织的动员、项

目申报及资源对接等工作.

(二)市级组织委员会.在领导小组领导下,设立市级组织

委员会 (以下简称 “组委会”,名单另行印发),由主办单位、承

办单位、区县文明办、区县及有关单位志愿服务组织 (联合会、

协会)负责同志,以及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代表、相关领域的专

家、爱心企业代表等组成,负责赛会筹备运行工作的总体规划、

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工作.

组委会下设秘书处,由主办、承办、协办及支持单位有关负

责同志组成,秘书处设在市文明办调研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负责赛会日常协调指导、监督管理、技术支持、招商推介、会务

组织等工作.同时,重庆市互联网界联合会、重庆晨报传媒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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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庆奥体中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负

责协调整合有关项目、资金资源支持赛会.

(三)市级评审委员会.在市级组委会领导下,设立市级评

审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评委会”),由组委会秘书处邀请与志愿

服务事业密切相关的专家学者、基金会和社会团体负责人、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代表等组成,负责制定评审办法、开展市

级比赛的初评、复评等工作.

(四)区县、部门组织机构.各区县 (自治县,两江新区、

万盛经开区),全市市直机关、教育、科技、交通、环保、水利、

文化、卫生、国资、扶贫、工会、妇联、科协、残联、红十字

会、关工委、老龄办等有关单位可根据实际,成立相应的领导机

构、工作机构和评审机构,负责本地区本系统赛会的组织开展、

项目评审、资源统筹、招商对接、集中参展、交流推介等工作,

并负责项目资金及项目筹资的监督管理等工作.

六、工作安排

(一)宣传发动 (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前)

主办单位联合下发大赛通知,在重庆晨报 “上游新闻”开设

赛会专题.各区县各部门加强组织发动与社会动员,广泛宣传举

办赛会的重要意义,鼓励各类志愿服务组织申报志愿服务项目.

组委会将实时更新发布赛会信息和阶段性项目申报情况.

(二)推选申报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日前)

根据组委会制定的评审办法,按照属地原则,各区县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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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 (联合会)、各行业系统志愿者协会 (总队),组织发动本地

区本行业的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公益性社会组织申报项目,经过

初审后,由各区县志愿者协会 (联合会)和各行业系统志愿者协

会 (总队)统一汇总申报材料,报送至组委会秘书处电子邮箱

(cqzyfwxmds＠１６３com),同时用EMS寄送纸质件.组委会不接

受未经各区县志愿者协会 (联合会)或各行业志愿者协会 (总队)

资格审核的申报项目、外省市项目及重复项目 (考虑到各区县各

部门实际,推荐意见由各行业系统及各区县文明办统一代章).已

获得往届全国、全市项目大赛金奖、银奖的项目不再重复申报.

各区县申报数量原则上不超过３个,各行业系统申报数量原则上

不超过２个,若有特别优秀的项目经组委会同意可适当增加申报

数量.项目申报条件、申报表、申报说明书分别见附件１、２、３.

(三)综合评审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０日前)

１初评.根据实际情况,在重庆晨报 “上游新闻”APP及

“重庆志愿者”微信公众号展示项目,接受公众投票.组委会将

组织评委会通过书面评审,并综合投票情况,确定金奖、银奖、

铜奖入围项目共９０个.

２终评.初评入围的９０个项目均要参加路演答辩.组委会

组织评委会对入围项目进行综合评审 (书面评审＋路演答辩),

其中,评委会书面评审得分占４０％,项目路演答辩评委会评分占

６０％.终评共评选出金奖项目２０个、银奖项目２０个、铜奖３０个.

(四)推介转化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５日前)

—６—



１线上资源对接.组委会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上海仁

德基金共同组织开展 “重庆市首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９９’公

益日资源对接活动”.组委会将在腾讯公益平台集中推介参赛项

目,重点推介获奖、入围的项目.针对获得金、银、铜奖的７０

个项目,组委会将给予项目资金支持,并将项目资金集中配捐到

公益平台,实现 “以１带３”的公益资金撬动,更好地引导社会

资金支持项目 (注: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申报的项

目,由重庆志愿服务联合会统一打包上线).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将为活动开通专门通道并重点引流,确保优秀志愿服务项目与

社会资源充分对接.上海仁德基金将对项目资金、筹资、使用实

行项目化管理,并为志愿服务组织开展项目培训.

同时,组委会依托 “志愿重庆”信息平台、上游新闻 APP、

“重庆志愿者”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开展项目展示、宣传推

广、网上点评和资源对接等活动,及时向全社会推介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

２线下推介.９月９日前,组织开展 “重庆市首届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展示交流活动”,引导社会资源支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同时,常态化整合各区县、各行业系统政府购买服务资源及各类

社会资源,定向重点推介获奖项目.

(五)展示交流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５日)

“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期间,邀请获奖项目及团队代表参加

年度 “志愿盛典”,展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及团队风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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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 “志愿重庆”信息平台、上游新闻 APP、“重庆志愿者”微

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常态化宣传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团队.

(六)成果提升

１成果转化.赛会结束后,组委会将所有获奖项目汇编成

«重庆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汇编»,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

全市范围内进行重点推介.同时,结合赛会情况,建立重庆市志

愿服务项目库、人才库、精英导师团.

２管理评估.各区县志愿者协会 (联合会)、各行业系统志

愿者协会对项目实施、资金管理负总责,做好项目实施及奖金、

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管工作.对于已在民政部门登记且有法人账户

的获奖志愿服务组织,由上海仁德基金会根据项目管理相关规

定,将奖金及募集款项拨付至指定法人账户.对于挂靠类且无法

人账户的获奖志愿服务组织,由上海仁德基金会根据项目管理相

关规定,将奖金及募集款项拨付至重庆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再由

重庆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按照规定转拨.同时,组委会将指定第三

方审计机构通过实地走访、调查问卷等形式,对项目实施情况进

行审计、抽查和效能评估,最终形成项目评估报告.

七、支持保障

(一)奖项设置.大赛设金奖、银奖、铜奖.其中金奖项目

２０个、银奖项目２０个、铜奖３０个.同时,根据各区县、各行业

系统组织动员和项目获奖等情况,综合评定一定数量的优秀组织

奖.根据媒体、企业等社会单位资源对接情况,综合评定一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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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志愿媒体”“志愿企业”奖.

(二)政策支持.对于获得金奖的项目,优先纳入２０１７年度

全市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评选表彰,优先推荐参加全国 “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评选.对于获得金奖、银奖、铜奖的项目,按照

相关规定,协调相关单位纳入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重点支持范围.

(三)资金支持.对于获得金奖、银奖、铜奖的项目,由组

委会分别给予１万元、０５万元、０３万元项目资金支持.项目

资金不直接拨付给志愿服务组织,由组委会依托志愿服务项目配

捐到 “腾讯公益”,实现 “以１带３”的公益资金撬动,使优秀志

愿服务项目得到社会化支持.

八、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层层发动.各区县、各行业系统要高度重

视此次活动,坚持组织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相结合,面向工作对

象、传统领域和新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等层层宣传动员,通过媒

体推广、网站宣传、热线咨询、专题发布等形式,广泛发动各级

各类志愿组织参与到大赛中来.

(二)加强指导,精心组织.各区县、各行业系统及有关部

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使参赛项目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更加贴近

大众服务需求;要按照大赛安排,切实做好宣传、动员、审核等

工作,确保大赛有序进行.

(三)扩大宣传,营造氛围.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

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大赛的覆盖面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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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次大赛为契机,营造崇尚志愿服务、支持志愿服务的良好社

会氛围,切实优化志愿服务的外部环境.

九、主要联系方式

(一)媒体平台

“志愿重庆”信息平台、重庆晨报 “上游新闻”、 “重庆志愿

者”微信公众号、腾讯大渝网、网易重庆

(二)项目报送方式

１组委会秘书处邮箱:cqzyfwxmds＠１６３com

２纸质件寄送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３６号市委组宣

楼重庆志愿服务联合会,收件人:许婧雯,１３８８３８８６０４５.

(三)赛会秘书处联系人:

李燕华,６３８９８２３２,１８５２３０６８５７７

蒲晓霞,６３８９５３３５,１８７１６４７９５６６

朱继承,６３８９５３４５,１５１２３８２９１４７

许婧雯,６３８９６０３４,１３８８３８８６０４５

附件:１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

申报条件

２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

申报表

３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

申报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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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志愿服务交流会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类别

申报项目分为脱贫攻坚、文化宣传 (网络文明、理论宣讲)、

阳光助残、应急救援、环境保护、爱心助学、法律援助、社区服

务、全民健身、其他领域等１０类.

二、申报项目要求

(一)申报主体为全市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原则上均应

在 “志愿重庆”信息平台统一注册,且发布过２个以上项目.申

报的项目应是已正式发布、正在开展或计划开展的常态化志愿服

务项目,计划实施的项目不得申报.

(二)申报项目还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１内容合理.服务内容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能够有效满

足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服务方式、时间、次数安排合理,能面

向公众开放志愿服务岗位.

２管理规范.项目应按照需求调研、招募培训、注册登记、

服务管理、记录认证、激励保障、宣传推广等项目化流程进行运

行管理.项目经费预算合理,评估指标科学,资金管理公开透

明,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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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团队稳定.项目有具体负责人,核心执行人员不少于１０

人且相对稳定,参与志愿者人数不低于５０人,累计服务总时长

不低于８小时/人,以上数据原则上通过 “志愿重庆”信息系统

核准.

４影响广泛.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公信力.项目至少

执行１年以上,且得到服务对象、委托执行方、社会公众、党委

政府等各方面的高度认可.能够运用新媒体加强宣传动员,新闻

媒体宣传报道广泛,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较强.

三、材料清单

(一)项目申报表及申报书;

(二)项目宣传照片 (５张以内,单张大小小于１M,jpg、

jpeg、png、gif格式均可,附照片内容说明).

四、其他事项:申报资料中要求附有详细的经费预算 (主要

用于必要的交通、装备、物资、餐饮、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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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志愿服务交流会申报表

一、项目基本信息

区县 (部门) (各区县、各部门及相关单位全称)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脱贫攻坚□　文化宣传 (网络文明、理论宣讲)□　阳光助残□　应急救援□
环境保护□　爱心助学□　法律援助□　社区服务□　全民健身□　其他领域□
(在对应□内打√)

受益对象 累计受益人数 项目起止时间

历史参赛情况 首次参赛□　参赛未获奖□　全国赛入围奖□

历史获奖情况 (列举但不超过５项,每项不超过１５个字.)

参与志愿者

人数
总人数

３５岁以下

人数

３５岁以上

人数

核心团队

人数

招募信息
服务时间 招募人数 招募条件 报名方式

项目内容 (１００字,概要)

预期效果 (１００字,概要)

项目特色 (创新性、示范性、可推广性,１０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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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组织概况

是否登记 是□　　　否□ (在民政部门登记)

单位性质 高校□　社会团体□　基金会□　非企业法人□　其他□

业务主管单位 (如没有主管单位,可填 “无”) 挂靠单位

成立时间
在 “志愿重庆”信息

系统注册时间

挂靠志愿

者人数

通讯地址

２０１６年度

年检结论

评估等级

(离当前年度最近一年的评估等级) ××年××级

有无免税资格

户名 (如无登记,请填写挂靠单位户名,限填对公账户信息)

开户账号 (如无登记,请填写挂靠单位账号,限填对公账户信息)

开户行 (如无登记,请填写挂靠单位开户行,限填对公账户信息)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证件

类别
证件号码 出生时间 政治面貌

办公室电话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项目联系人

姓　名 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及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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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２０１６年项目开展情况

服务对象人数

开展活动次数

志愿服务总时数

四、项目资金情况 (单位:元)

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合计

是否有配套资金

配套资金

其中

社会筹集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 (含福彩

资金)

自有资金

申报资金

申报资金预算支出明细

项目支出 金额 (元)

总计

申报单位

推荐意见

及承诺

　　经我单位审核,该项目申报材料合法、真实,项目方案具备可行性,能够

如期完成.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项目监管、评估.
(各区县文明办盖章,各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说明事项

注:请规范填写表格,报送纸质件时打印成完整页面,不超过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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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首届重庆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志愿服务交流会申报书样式

一、项目执行组织基本情况

(一)本组织宗旨、业务范围、历史、活动品牌、荣誉声誉

(３００字以内)

(二)在志愿服务、社会工作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已有经

验 (２００字以内)

二、项目方案

(一)项目主要内容 (３００字以内)

(二)实施地域、受益对象 (数量、群体、金额等,２００字

以内)

(三)项目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的主要活动内容、时间、地

点和详细资金安排,３００字以内)

(四)项目产出 (项目解决的问题与社会效应,如直接受益

人数,间接受益人数,以及其他可衡量的产出方式,３００字以

内)

(五)宣传总结 (项目的宣传和总结方案,２００字以内)

三、项目可行性论证

(一)项目的意义和必要性 (２００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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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配套资金、工作团队、活动能力、

既有经验等,４００字以内)

(三)项目特点说明 (可持续性、参与性、推广性及特色,

３００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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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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