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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要求

5月底前完成基金会 2011年年检工作
2 月 15 日，国家民间组织管

理局公布《民政部关于做好基金
会 2011 年年度检查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基金会
2011 年年度检查工作启动。

通知指出，近年来，随着

社会不断进步， 以基金会为
代表的慈善组织发展迅速 ，
并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引起
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基金会
规范运作及公开透明也被提
出更高要求。

根据通知，基金会年度检查
将继续采用全国基金会管理系
统进行年度检查的网上申报和
审查（网上年检系统将于 2012
年 2 月 25 日开通）。

通知要求， 基金会应在 3

月 31 日前提交年检材料，按
时参加年度检查，确保年检工
作在 5 月 31 日前完成。 逾期
不参加年检的，将依据《基金
会管理条例》和《基金会年度
检查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行

政处罚。
通知强调，要加强对基金会

业务活动， 特别是重大公益活
动、接受捐赠情况、信息公布情
况等的检查。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深圳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
超过 4300 多家，而通过年检加
强监督管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
措施。 记者从深圳市民政局获
悉，在其《2010 年度深圳市市
级社会组织年检结果的通报》
中，33 家市级社会组织因为累
计两年或者三年， 没有按照规
定参加年检，根据相关法规，可
能将被撤销登记。

同时，参加 2010 年度年检
的市级基金会共有 7 家， 其年
检结果全部合格。

87家未接受2010年年检

通报称，根据《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广东省民间组织
年检暂行办法》的规定，应当参
加 2010 年度年检的市级社会
团体共有 696 家， 其中参检社
团 609 家， 未接受年检的社团
87 家。

经审查， 在参检的 609 家

社团中，464 家年检结果为“合
格”，136 家年检结果为“基本合
格”，深圳市平岗中学校友会、深
圳市养生协会、深圳现代生物技
术学会、深圳市秘书学会等 9家
年检结果为“不合格”。

在未接受年检的 87家社团
中，累计一年未接受年检的社团
有 67家，累计两年有 6家，累计
三年有 14家。根据相关规定，凡
年检结论“不合格”和“基本合
格”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指明问
题，并责令限期整改。

对一年不接受年检的，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累计两年不
参加年检的，责令停止活动，并
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累计三年不参加年检的，
予以撤销登记。 深圳民政局将
依法对相关社团作出处理。

逾 1/3民非需整改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年

度检查办法》的规定，应当参加
2010 年度年检的市级民办非
企业单位共有 475 家， 其中参
检单位 416 家， 未接受年检的
单位 59 家。

经审查， 在参检的 416 家
单位中，139 家年检结果为“基
本合格”，10 家年检结果为“不
合格”。 在未接受年检的 59 家
单位中， 累计一年未接受年检
的单位有 40 家，累计两年以上
有 19 家。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年
度检查办法》，“年检基本合格”
和“年检不合格”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应当进行整改，整改期限
为 3 个月。 对一年不接受年检
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连续
两年不参加年检， 或连续两年

“年检不合格”的民办非企业单
位，予以撤销登记。 对此，深圳
民政局将依法对相关单位作出
处理。

（据《南方日报》）

自 2 月 1 日起，山西省民
政厅开始在全省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中开展
为期 10 个月的社会组织集中
整顿。

据山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
的吴建强局长介绍，目前，山西
省共有社会组织 11000余家。
此次开展的社会组织集中整顿
行动旨在规范社会组织行为，
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 加大对
社会组织监管力度。

此次集中整顿的对象主

要包括省、市、县三级登记管
理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
组织。集中整顿的内容主要包
括 14 项，包括政会不分，协会
与行政单位在职能、 经费、人
员、办公场所未分开；违反自
愿入会原则，强制企事业单位
或个人入会；超出章程规定的
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和
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不按时
年检、超期不换届；申请登记
时弄虚作假、 骗取登记等行
为。 （据《三晋都市报》）

近日， 四川省民政厅依法
对 2010 年 6 月 30 日之前成
立登记的全省性社会组织进行
了年检，并对未参加 2010年度
年检的全省性社会组织名单进
行公告， 要求未按规定参加年
检的民间组织，在 2012年 3月
1日前认真整改。

其中，未参加 2010年度年
检的全省性社团名单共 101
个；未参加 2010年度年检的全

省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名单共
64个； 未参加 2010年度年检
的全省性基金会名单共 1个。

公告称，未按规定参加年
检的民间组织， 要求在 2012
年 3 月 1 日前认真整改，并将
整改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签
署意见后，以书面形式报省民
政厅。省民政厅将根据整改情
况，做出年检处理决定。

（据四川在线网）

四川 未年检社会组织限期整改

甘肃省民政厅近日在兰
州市集中开展的社会组织执
法监察工作中，共查处违法违
规社会组织 9 家，其中，取缔
非法社会组织 3 家。 目前，被
责令暂停活动的 6 家非法培
训机构，均已到相关部门补办
手续。

据了解，目前，甘肃省社
会组织达到 1.16 万家， 初步
形成了门类齐全、 层次不同、

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但
一些未经登记就擅自开展活
动的非法社会组织，干扰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 去
年， 甘肃省对不按时参加年
检、内部管理混乱、违规违纪
行为突出和名存实亡的社会
组织加大了清理力度，已经公
告撤销、 注销 841 家社会组
织，其中省级 98 家。

（据《甘肃日报》）

甘肃 查处违法违规社会组织

山西 集中整顿社会组织

未按时年检
深圳 33家社会组织或被撤销登记

注：1、以上数据为正式登记的相关组织数据。2、2010 年度年检公告公示仍在进行中，社会组织官方统
计数据尚未发布。 3、截至目前，我国基金会总数已达 2270 家。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