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谢钱钱

本报讯 生活在法治社会， 你

如何理解法治？ 对生活中的法治现

象有何看法？ 又有什么建议？ 为响

应教育系统“八五” 普法规划， 落

实“首届上海法治文化节” 的部

署， 近日， 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

委、 上海市教委、 上海报业集团主

办， 上海法治报社承办的 2022 年

“尚法杯” 全市中学生习近平法治

思想学习征文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该活动面向全市中学生， 旨在鼓励

青少年们参与法治上海建设， 树立

法治理念。

此次活动主题为“我为法治上

海献一策”， 要求参与活动的广大

中学生根据自身经历、 体会提出具

备一定独特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的

观点。 活动共设初中组、 高中组、

中职组 3 个组别， 投稿截止时间为

10 月 17 日， 上海法治报微信公众

号将于 10 月中下旬开通网络投票

评选， 最终结合专家评审结果， 各

组别分设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若

干， 同时设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导

教师奖若干， 活动详情可在“上海

教育” 官方网站和上海法治报微信

公众号上获取。 值得关注的是， 此

次获奖作品还将汇编纳入“上海市

青少年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教

育资料库”。

主办方表示， 此次活动目的是

让中学生结合自身学习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所见所思所感， 运用习近平

法治思想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 寻

找改进方案， 为法治上海建设建言

献策， 从而将法治文化的基因更深

融入到这座城市， 推动法治文化与

城市发展相互融合、 相互赋能。

2022年“尚法杯”法治征文活动启动
活动面向全市中学生 征文主题：我为法治上海献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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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将于9月15-18日举办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

闻发布会介绍了 2022 世界设计之都

大会相关情况。 大会将于 9 月 15-

18 日在黄浦滨江船舶馆及周边举

办。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 “设计无界

相融共生”， 大会将着重展现设计的

跨界融合趋势、 创新驱动效应和泛

在赋能作用， 同时也将展示上海积

极融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 与各创

意城市一起共聚智慧 、 共建平台 、

共享机遇、 共创未来的决心和使命。

据介绍， 2010 年， 经过竞争角

逐， 联合国授予上海 “设计之都 ”

的荣誉称号。 此后， 上海创意设计

产业加速发展。 目前， 已涌现出一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业设计机构、

知名的设计代表人物和有广泛影响

力的设计品牌。 建设世界一流 “设

计之都”， 必须要有一个国际化、 专

业化、 市场化的平台。 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 市委、 市政府决定举办首

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关于大会的筹备， 发布会明确

了三点考虑。 一是要引领行业趋势，

搭建国际合作交流的高端平台。 大

会整体为 “1+2+2+X” 架构， 即 1

场开幕式、 2 场尖峰论坛 （包括设

计百人尖峰论坛和设计之都峰会）、

2 场展览 （包括主展和巴黎展）、 50

余场高峰论坛和设计活动。 二是展

现五维架构， 传递 “设计之都” 建

设的理念内涵。 按照 “设计创新型

城市” 的构想， 将位于船舶馆的主

展览打造成上海建设世界一流 “设

计之都” 的原型。 展览从设计叙事

开始， 结合景观装置勾勒全球 43 个

设计之都的全貌。 主体部分围绕设

计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打造活力城

市空间等五维架构展开， 特设法国

专区和意大利专区。 三是汇聚全球

资源， 构建产业创新发展的活跃生

态。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上海慈善周” 期

间， 市民政局首次发布了 《上海

市慈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 （2021

年度）》。 报告指出， 随着慈善相

关政策法规相继出台， 去年 11 月

1 日施行的 《上海市慈善条例 》，

是本市慈善领域第一部专门性地

方法规， 总结和固化了上海慈善

事业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实

践探索， 回应了慈善领域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 对规范本市慈善

行为、 营造浓厚慈善氛围、 促进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

报告明确， 上海慈善领域不

断拓展， 已经从传统的扶老、 助

残、 救孤、 济困、 赈灾， 逐步发

展到教育 、 科学 、 文化 、 卫生 、

体育和环境保护等领域， 慈善组

织的活动区域也从上海本地扩延

到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大慈善”

的理念在上海逐步成为共识 。

2021 年， 本市新增社会组织 761

家 （基金会 43 家 ， 社会团体 93

家， 社会服务机构 625 家）， 其中

新增慈善组织 54 家 。 截至 2021

年底 ， 本市共有社会组织 17367

家， 慈善组织数量占社会组织总

数的 3.20%。 2021 年 ， 全市社会

组织接受社会捐赠总计 85.45 亿

元， 比 2020 年增长了 19.26 亿元，

比 2019 年增长了 38.07 亿元。

“社区慈善是上海市慈善事

业发展中富有特色的有益实践”，

报告指出， 截至 2021 年底， 全市

共建有 233 家慈善超市， 已实现

街镇 （乡） 慈善超市全覆盖。 在

社区基金会方面 ， 截至 2021 年

底， 全市共有 87 家社区基金会，

全市社区基金会净资产总计 2.81

亿元。 截至 2021 年底， 全市慈善

信托备案累计 23 单 ， 财产共计

1.52 亿元， 所有备案的慈善信托

财产和收益均用于慈善事业， 此

举也是贯彻落实 《慈善法》， 促进

慈善事业创新发展的新举措。

2016 年 《慈善法 》 施行后 ，

上海市民政局充分发挥行政执法

机构职能 ， 加强慈善监管力度 ，

精准打击全市慈善领域违法违规

活动。 2016 年至 2021 年， 累计查

处涉慈善类案件 28 件 。 其中 ，

2021 年查处涉慈善类案件 1 件 。

违法行为涉及不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

未按照慈善宗旨开展活动， 未按

照募捐方案确定的地域范围进行

募捐等。

《上海市慈善条例》施行近一年

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