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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省一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更名
赋予社会组织更加平等的社会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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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 近日，德阳市出台《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创办公益
慈善类社会组织的意见》。根据新规，对毕业五年内的高
校毕业生创办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该市将每年从福彩
公益金中安排资金,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优秀项目给
予资金支持。此外，还可按规定享受创业补贴、小额担保
贷款等创业扶持政策。 （据德阳市政府网）

四川德阳：高校毕业生办公益
慈善组织可享资金扶持

地方动态

1 月 15 日， 贵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三
次会议，《贵州省华侨捐赠条例》 成功列入贵州省 2015
年立法计划。

此前，2014 年 4 月由贵州省人大外事侨务委员会、
省侨联和省侨办等相关部门领导组成的贵州省人大立
法调研组已经就《贵州省华侨捐赠条例》开展立法调研。

（据中国新闻网）

贵州：拟立法保护华侨捐赠权益

天津市民政局近日明确市属民政类社会组织由天津
市社会组织促进会承担日常服务管理工作， 具体工作由
市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中心负责。

受天津市民政局委托， 促进会负责履行直接登记市
属民政类社会组织的业务指导单位职能； 各有关业务处
室和单位对原有的民政类社会组织， 继续代表市民政局
履行业务主管单位职能， 负责对直接登记民政类社会组
织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督。 （据天津网）

天津：市属民政类社会组织
归口管理

1 月 13 日 ,中华环保联合会向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两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据中华环
保联合会法律中心副主任马勇介
绍，上午递交起诉书，下午就接到
了法院的立案通知。

东营市中院环保法庭庭长杨
秀梅表示 ,在这两起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中 ,东营市环保局被允许支持
起诉。 这是新环保法实施后 ,全国
受理的首例由环保行政机关支持
起诉的案子。 她透露 ,环保专家或
出任案件的人民陪审员。

危险、有毒废物
非法处置引诉讼

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起诉书
介绍 ,新安化工下属建德化工二厂
是建德市一家生产草甘膦农药的
企业。为了节省危险物质处置费并
从中获得更大的非法利益 ,建德化
工二厂将其生产草甘膦农药过程
中产生的“磷酸盐混合液”交由不
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自然人
徐国富处置。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4 月 ,
徐国富将危险废物“磷酸盐混合
液”交给同样未获得国家认定的危
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自然人李强和
李兆福处置。

中华环保联合会调查发现 ,浙
江省建德市宏安货运有限公司违

法将“磷酸盐混合液”运至山东省
德州市临邑县一出租院内 ,由李强
和李兆福接收并非法处置 10650
吨。

2013 年 5 月 ,李强和李兆福将
从被告徐国富手中接收的“磷酸盐
混合液”交由建德市宏安货运有限
公司运至山东省东营市 ,并由东营
市垦利县玖新工贸有限公司接收
并非法处置 720 吨。

中华环保联合会请求法院判
令 4 家企业以及李强、李兆福共同
支付处置费用 1000 万元 , 用于委
托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第三
方机构对“磷酸盐混合液”进行合
法处置等。

马勇表示 ,这个案件值得关注
的是 ,它涉及跨界污染问题。

另一起公益诉讼案件起诉的
是东营市津瑞联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以及自然人李国强。

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起诉书表
示 ,津瑞联公司在生产甲硫醇钠期
间产生的废气、废水等有毒物质未
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附近的空
气、农田中 ,对厂区附近的空气、土
壤造成了严重污染。

东营市环保局被允许支持起诉

上午提起诉讼 ,下午即接到立
案通知。 杨秀梅表示 ,之所以如此
迅速 ,原因是其中一个案件已经做

过刑事处理,对于案件本身 ,法院方
面已经有所了解。

杨秀梅认为 ,新安化工案有两
个特点值得关注 ,除了跨界污染外 ,
东营市环保局作为行政机关被允
许支持起诉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点。 她表示 ,这是新环保法实施后,
环保行政机关支持环保组织诉讼
的第一案。

“初步打算在这两个案件中引
入环保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 ”杨
秀梅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这也将
是首创。 她说 ,这样做主要是想把
案件做得更专业 ,“环保专家对环
保法律以及污染成因、如何治理等
都很熟悉 ,让他们直接参加案件的
审理 ,对案件本身审理以及后续的
环境污染修复都会起到很大的帮
助作用”。

杨秀梅表示 ,对于环境公益诉
讼,法院方面持审慎态度 ,原因不是
无法可依 ,而是由环境公益诉讼的
特殊性所决定。“环境公益诉讼有
别于行政、 民事以及刑事案件 ,具
有独特的法律特征 ,无论是审理程
序和裁判方法 ,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
需要设置符合环境治理特点的一
些裁判方法。 如环境修复、异地治
理等。 ”

她表示 ,这两起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在当事人举证期限满后将及
时开庭审理。

（据 《法制日报 》）

东营市中院受理两起环境公益诉讼

� � 2015 年 1 月，深圳市民间组
织管理局也正式更名为深圳市
社会组织管理局。 此前，2014 年
底，湖南、山东两省民间组织管
理局也相继更名为社会组织管
理局。

更名仅两字之差，但突显了
政府施政理念的变化，体现了政
社共治的理念，赋予社会组织更
加平等的社会主体地位。

深圳举行更名揭牌仪式

1 月 12 日下午，深圳市社会
组织管理局在罗湖区中民时代
广场的 3 楼会议室举行了更名
揭牌仪式。 深圳市委副书记戴北
方、市政府副市长唐杰等领导及
社会组织代表参加并见证了揭
牌仪式。

揭牌仪式现场，深圳市社会
组织管理局全体工作人员还在
社会组织代表和新闻媒体代表
的见证下，面对国旗庄重宣誓。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负
责人表示：新年伊始，深圳市民
间组织管理局更名为深圳市社
会组织管理局，意义非凡。 两字
之差，突显了政府施政理念的变
化， 体现了政社共治的理念，赋
予社会组织更加平等的社会主
体地位，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

组织管理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
为社会组织创造更大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注册于深圳的壹基金公益
基金会综合支持中心总监唐艺
蕾对此表示了赞同，她说：“深圳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
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 从‘民间
组织’到‘社会组织’，更注重‘社
会’这个概念，这是顺应时代潮
流的。 深化改革，从名字开始。 ”

变化的不仅是名称

对于更名后的工作，戴北方
在致辞中则强调，希望深圳市社
会组织管理局以新的名称，开启
新的征程，催生体制机制改革新
动力， 实现社会组织质量新跨
越。

此前，得益于深圳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深圳特区的
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覆
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截
至 2014 年 12 月底， 全市社会组
织总数 8241 家， 其中社团 4173
家、民非 3940 家、基金会 127 家，
年均增长率达 20％。

但问题依然存在。“从全面
深化改革的全局谋划社会组织
改革发展的大计，重点解决当前
社会组织管理中的两个主要矛

盾。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负
责人表示，第一是生动的实践与
落后的法规之间的矛盾，现有的
法规无论是从组织形态、内部治
理的要求到行为规范、监督机制
等方面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社会
组织生动的实践。 下一步，将推
动社会组织立法，并完善相关配
套办法。 第二是社会组织迅速增
长的规模和监管不足之间的矛
盾。 深圳社会组织呈现“井喷式”
的增长，在社会治理中担当的角
色愈显重要，但与之配套的监管
机制、监管力量和监管手段没有
跟上。 下一步将通过社会组织抽
检、综合监管等多种手段加强监
管，营造良好的社会组织发展环

境。
未来要全面深化社会组织

体制机制改革，包括登记管理体
制的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的改
革、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
要从法律、制度、机制、环境四个
层面全面地谋划社会组织管理
体制改革。“特别是要使得这四
个层面相互之间的联系和衔接
配套成为系统化，这是我们这一
代人应该肩负起的责任。 ”该负
责人强调。

湖南、山东低调更名

与深圳的挂牌动作相比，湖
南、山东两地社会组织管理机构

的更名显得十分低调，仅仅是在
管理机构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
公告。

湖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发
布的公告显示，根据湖南省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省民政厅有关
职责和机构编制调整的通知》文
件精神，2014 年 11 月起，湖南省
民间组织管理局（湖南省民间组
织执法监察局）正式更名为湖南
省社会组织管理局（湖南省社会
组织执法监察局）。

2014 年 12 月 1 日发布了
《山东省民政厅关于省民间组
织管理局更名的通知》， 根据
《山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更名
等事项的批复》，省民间组织管
理局（挂省民间组织执法监察
局牌子） 更名为省社会组织管
理局（挂省社会组织执法监察
局牌子）。 同时发布的还有该省
社会组织管理局的主要职责：
拟定全省社会组织（社会团体、
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相关
管理政策并组织实施； 按照管
理权限，负责社会组织设立、变
更、注销登记等工作，并承担依
法对其登记管理和执法监察的
职责；负责社会组织档案、信息
管理和等级评估工作； 指导市
县社会组织管理工作。

1 月 12 日，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