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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非”被终结，社会服务机构时代来临！

全国民政系统学习贯彻实施《慈善法》培训班举办

李立国：把组织实施《慈善法》作为头等大事

即将在 9 月开始实施的《慈
善法》， 其第八条规定：“慈善组
织可以采取基金会、 社会团体、
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 ”

4 月 11 日，民政部部长李立
国在全国民政系统学习贯彻实
施慈善法培训班开班式上说：
“民政部要协助国务院法制办做
好社会组织三个条例修订工作，
并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向社会
服务机构名称概念的转换。 ”

4 月 14 日，民政部民间组织
管理局副局长黄茹在与媒体沟
通的时候也明确表示：“社会服
务机构就是由民非发展转换而
来的。 ”

很显然，民办非企业单位这
一名称将被社会服务机构代替。

“慈善法的出台， 标志着民
办非企业单位的这一名称的终
结，而开启了社会服务机构的新
时代。 ”黄茹强调。

旧证换新，
终结那些说不清的尴尬

民办非企业单位改名为社
会服务机构， 对于这两个名称，
你更认可哪个呢？

想一想这些年因为叫民办
非企业单位而引起的那些误解
与尴尬吧。

“你们不是民办的吗， 怎么
用政府资金呢？ ”我们能提供更
好的服务啊！

“不是企业， 那你们是什
么？ ”这个真的说不清！

“你们就是做志愿活动吧？ ”
我们是专业的好吧！

“你们不是非营利吗， 怎么
能收钱呢？ ”非营利不等于非盈
利啊！

只能说要解释清楚什么是
民办非企业单位本来就不容易。
好多机构干脆就直接说自己是
公益组织、公益机构，从来不提
“民非”这一称呼。

“民办非企业， 一非就不知
道非到哪儿去了。 这一名称已经
落后于这类组织发展的实际需
要了。 ”黄茹强调。

第一，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一
个否定式的命名，只说了不是什
么。 从字面理解，容易涵盖其他
组织，例如基金会、社会团体等
组织也都是民办的，也都是“非
企业”。

第二，没有说清是什么，从名
称中很难知道这类机构是干什么
的， 不能反映这类组织提供社会
服务，从事公益事业等特征。

第三，过于强调民办，而“民
办”本身就没有清晰的界限。非国
有资产占比多少才算民办呢？ 如

果有国有资产的成分怎么算？ 尤
其是当下政府购买服务、 官办民
营、民办公助、事业单位转为社会
组织方兴未艾，就很难适应。

基于这些原因，许多专家学
者、社会组织从业人员都建议对
名称进行调整，在《慈善法》的起
草过程中， 这一意见得到了认
可，并在《慈善法》中正式将“民
办非企业单位”更名为“社会服
务机构”。

随着《慈善法》的落地，换名
工作将进入快车道。 基金会、社
团、民非三大条例的修订已经纳
入 2016 年国务院立法工作中全
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的修订，社会服务
机构名称的确立是重点工作。 ”
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非处处长臧
宝瑞表示。

据臧宝瑞透露，现有的民非
将采取旧证换新证的方式进行
更名。

成为慈善组织
还需进一步认定

成为社会服务机构之后，对
于公益人来说，最关心的恐怕就
是能否成为慈善组织了。 然而，
并不是每一个社会服务机构都

能成为慈善组织。
截至 2015 年底，在各级民政

部 门 登 记 的 社 会 组 织 共 有
661861 个，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
329122 个，比上年增长约 12.6%，
已经占据我国社会组织的半壁
江山。

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体育、养老、社会
工作、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多
个领域为公众提供社会服务。 这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向弱势人
群提供的专业慈善服务。

那么这些社会服务机构中
有哪些适宜成为慈善组织呢？

据黄茹介绍， 关键看两方
面：一、是否以开展慈善活动为
宗旨，其业务范围是否符合《慈
善法》第三条规定的慈善活动范
围；二、其运作过程中是否能真
正落实非营利性，是否可以达到
慈善法要求的信息公开、内部管
理、公益支出标准等管理规定。

目前民政部正在抓紧制订慈
善组织认定办法， 社会服务机构
在申请后民政部门将进行认定。

此外， 黄茹还表示：“从民政
部门的管理实践看， 已经有部分
社会服务机构具备清晰的产权关
系， 有明确的慈善宗旨和业务范
围，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
结构，具备较高的社会公信力，初

步具备了慈善组织的特征。 ”
这些社会服务机构包括：
法律援助服务领域的北京

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
心, 这是我国第一家以专职律师
为主体、专门从事农民工法律援
助的公益机构。

社会救助领域的贵阳市徐
如特殊家庭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是贵州省唯一一家为省内部分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无偿提供
托管服务的民办儿童救助保护
机构。

社会工作领域的上海市阳光
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中心是
2004 年成立的社会工作专业机
构，承担政府委托的 14~25周岁社
区青少年教育、管理和服务事务。

卫生领域的新探健康发展
研究中心， 该机构在烟草控制、
慢性病和艾滋病的预防控制以
及道路安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
公益项目。

学历教育领域的西安外事
学院，学院在成立之初，学校董
事会成员在董事长的倡导下全
部放弃出资权益和继承权，把学
校完整地留给社会。

职业教育领域的北京百年
职校， 是 2005 年由民间人士发
起创立的中国首家全免费的中
等职业教育学校……

■ 本报记者 王勇

2016 年 4 月 11 日， 为期 3
天的全国民政系统学习贯彻实
施慈善法培训班在江苏南通举
行，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出席开班
式并讲话。 他强调，各级民政部
门要勇于担当，不辱使命，把组
织实施慈善法作为今年和今后
一个时期民政工作的头等大事，
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动员社
会力量，努力做好慈善法实施工
作。

4 月 13 日下午， 培训班结
束，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出席总
结会并讲话。 高晓兵强调，一要
学习好、领会好、传达好培训班
精神。 二是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三是主动作为，凝聚合力。

落实好慈善法确立的
改革举措

李立国指出，要增强改革意
识，落实好慈善法确立的改革举
措。 一要实施慈善组织登记认定
制度。 民政部要协助国务院法制
办做好社会组织三个条例修订
工作，并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向
社会服务机构名称概念的转换。
加快制定慈善组织申请认定的
具体办法，畅通存量社会组织通
向慈善组织的政策渠道。

二要实行慈善组织年度报
告制度。 各级民政部门要依法推
动慈善组织执行好年度报告和
信息公开制度，积极推行随机抽
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

人员的“双随机”抽查方式。 对抽
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
依规及时惩处。

三要建立公开募捐资格许
可制度。 民政部要协调制定公开
募捐资格申请认定的具体办法。
在公开募捐方面已制定地方性
法规或政府规章的地方，有关民
政部门要积极提请同级人大、政
府，依照慈善法规定修订完善相
关法规规章。

四要积极发展慈善信托。 民
政部要抓紧协调制定慈善信托
文件备案、信托监察人管理等具
体制度。 地方各级民政部门要抓
紧制定政策措施，积极开展慈善
信托试点工作。

激发各类慈善主体的
发展活力

李立国要求，要贯彻制度牵
引和文化培育有关规定，激发各
类慈善主体的发展活力。

一要完善慈善组织内部治
理。 各级民政部门要依托登记管
理过程，指导慈善组织依法按照
章程开展活动，独立承担法律责
任。 要推动慈善组织完善内部治
理结构，建立慈善组织负责人任
职、约谈、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
落实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制度，
提高慈善组织诚信度和公信力。

二要落实优惠政策和支持
条件。 民政部门要积极协调财税
等有关部门落实慈善组织、慈善

信托、 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制定对扶贫济困救灾慈善活动
的特殊优惠政策，落实捐赠人向
慈善组织捐赠实物、 有价证券、
股权和知识产权免征权利转让
的相关行政事业性费用政策，鼓
励捐赠人开展多种形式的捐赠；
协调国土资源部门落实慈善组
织举办相关服务设施使用国有
划拨土地或者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的政策；协调金融管理部门制
定金融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政策；
协调加大政府购买慈善组织服
务力度。

三要完善褒扬奖励制度和鼓
励措施。民政部要进一步做好“中
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争取将
在慈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享有
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纳入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范围。

各级民政部门要推动建立完善包
括志愿服务在内的慈善行为褒扬
奖励制度和鼓励措施。

规范慈善主体行为

李立国指出，要规范慈善主
体行为。

一要实施公开募捐行为规
范。 民政部要协调制定公开募捐
资格申请认定程序、募捐方案的
备案及信息公开办法和运用互
联网募捐的有关规定等具体制
度，地方各级民政部门要认真组
织实施。

二要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
各级民政部门要督促慈善组织
严格落实法律规定，尊重捐赠人
参与意愿，保护捐赠人的合法权
益，努力营造“慈善光荣、奉献可

敬”的社会氛围。
三要保障慈善财产合法使

用。 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慈善组织投资的具体办法，制定
相关慈善组织年度支出和管理
费用标准。

四要促进慈善服务。 民政部
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尽快出台
《志愿服务条例》。

五要加强慈善信息公开。 民
政部门要尽快推动建立统一规范
的慈善信息平台， 推动建立健全
慈善信息统计和发布制度， 建立
民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慈善信息
共享机制， 制定慈善组织信息公
开的具体办法，并加强信用监管。

在 4 月 13 日的培训班总结
会上，高晓兵指出，通过本次培
训班，大家加深了慈善法对推动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重要意义的
认识，增强了贯彻实施慈善法的
自觉性；加深了对民政部门主管
职责的认识，增强了贯彻实施慈
善法的责任感；加深了对落实任
务艰巨性的认识，增强了贯彻实
施慈善法的紧迫感。

高晓兵强调，贯彻实施慈善
法是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政
部门的头等大事，也是长期的任
务，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贯彻
落实的光荣感、使命感、责任感，
以只争朝夕、 时不我待的精神，
全力以赴，攻坚克难，迎接慈善
法的正式施行，向党和人民交出
一份满意的答卷。

（据民政部门户网站）

� � 全国民政系统学习贯彻实施慈善法培训班 4 月 11 日在江苏南
通举行，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