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8 日上午，北京市民政
综合执法监察大队在广安门南
街 48 号现场取缔了未在民政部
门登记备案而非法开展活动的
组织“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
会”。 据北京市民政部门介绍，该
组织负责人马书洪自称“原国家
发改委规划司司长”， 并以此身
份对外活动。

北京市民政局执法大队的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该基金会去
年成立，北京市民政局今年 3 月
接到民政部反馈，开始对该基金
会进行调查， 调查过程中发现，
基金会并未在民政部门进行登
记和备案。

“3 月份接触的时候，他们理
事长说手续正在办理，还说文件
涉密不能提供， 但直到上周，相
关部门仍然没有收到过任何申

请。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该组织
擅自以基金会名义开展的所有
活动都属于非法。

据执法人员介绍，在调查过
程中，基金会的负责人马书洪一
直拒绝配合。 据悉，马书洪对外
自称是“原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
长”，并以此身份对外活动。 今年
10 月 20 日， 国家发改委发文称
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
会”无关，该基金会并不是国家
发改委下属基金会，该基金会理
事长马书洪并非规划司原领导。

今日上午的执法中， 执法人
员刚到该基金会所在的办公地
点， 就有一个人影从走廊尽头的
小门消失。 而“理事长办公室”内
则留下了几个自称“串门儿”的
人。门口处写着的“中国新型城镇
化建设基金会” 招牌虽已用红布

遮上， 但走廊里的宣传栏还挂着
基金会在湖南、河北、广东、江西
等地开展调研和活动的宣传图。

执法人员在现场工作人员
的见证下，将所有涉及“中国新
型城镇化建设基金会”字样的文
书、牌匾进行收缴和销毁。 对于
该基金会开展活动的具体内容
及资金账目， 民政执法人员介
绍，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和马书
洪自己的表述，还没有资金进入
的情况。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
“租赁这么大面积的非法基金
会，今年还是头一个。 ”

执法人员介绍，取缔告知书
从今天起正式生效，该组织不得
以基金会名义开展活动，网站也
将于近日进行关停，如果当事人
再以基金会名义开展活动，将面
临被拘留的处罚。 （据新京报网）

2016 年是党的十六届六中
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决策部署的第十年。为全
面总结十年来社会工作发展成
绩与经验，研究明确“十三五”时
期社会工作推进思路与目标任
务，11 月 7 日， 民政部在广州召
开全国社会工作推进会，民政部
副部长顾朝曦出席会议并讲话，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何忠友
出席会议并致辞。

顾朝曦全面总结了十年社
会工作发展成就。 他指出，十年
来，我国初步建立了综合政策引
领、专项政策配套、地方政策支
撑的社会工作制度框架；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迅速壮大，规模
总量达到 76 万人， 其中持证社
工近 30 万人；相关事业单位、群
团组织、社区和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专业岗位超过 20 万个， 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达到 6600 余家。
社会工作从民政领域逐步拓展
到多个领域，从东部发达地区延
伸到中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在助
力保障改善民生、 创新社会治
理、促进社会和谐、夯实党的执
政基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顾朝曦强调，“十三五”时
期，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总体部署和中央有关决策要
求，进一步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加快推动社会工作
全面深入发展。

一是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
要加快推动社会工作立法，研究制
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管理条例。
要尽快制定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
办法，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
评价体系。 要抓好中央 12部门刚
刚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
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意见》
贯彻落实。 要建立健全政府购买
社会工作服务制度， 建立健全社
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三社联
动”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者和
志愿工作者“两工协作”机制。

二是进一步壮大人才队伍。

要进一步夯实社会工作培训基
础， 聚合民政系统内外的培训资
源，对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有计划、
大规模、系统化地开展专业培训。
要发挥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在
人才培养选拔中的杠杆作用，积
极引导和鼓励符合条件人员参加
职业水平考试。 要大力支持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健全专科、本
科和研究生相衔接的社会工作教
育体系。 要加快培养一批具有重
要引领示范带动作用的高层次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三是进一步拓展服务平台。
力争到 2020 年， 实现社会工作
专业岗位与人才的合理配置，每
个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至少配
备 1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基层
社会服务部门、社会服务类事业

单位、社区服务类与公益慈善类
社会组织配备一定数量的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全国范围内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数量达到 1 万家；
基本形成覆盖省、市、县三级的
社会工作行业体系。

四是进一步发展专业服务。
要率先在民政业务领域深化拓
展社会工作服务。要支持配合有
关部门完善社区矫正、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服务制度，抓紧协调
出台加强扶贫、禁毒和工会领域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意
见，加快推动残障康复、医疗卫
生、教育辅导、妇女和婚姻家庭
服务等领域社会工作政策的研
究制定。要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
区社会工作发展的支持力度。

（据民政部网站）

04 新闻
２０16．11.15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News

现有社工专业人才 76万、持证社工近 30万、社工服务机构 6600余家

全国社会工作推进会议在广州召开
动态

非法组织“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会”被取缔

即日起， 社会组织教育培
训有了“国家队”。 民政部 ７ 日
与 １９ 家单位签约授牌，这些单
位正式入选首批全国社会组织
教育培训基地， 将在全国开展
社会组织系统化、规范化、专业
化教育培训工作。

这 １９ 家单位分别是：北京
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
训中心）、中国传媒大学、黑龙
江孤儿职业技术学校、 东北财
经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石河子大学、成都
社会组织学院、 重庆城市管理
职业学院、昆明市委党校、黄河
科技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
学院、 青岛大学、 安徽师范大
学、 上海交通大学、 井冈山大
学、福建省团校、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海
口经济学院。

据介绍， 此次培训基地从

全国范围内公开遴选，共有 １４５
家单位参选，经过公开、公正、
公平评审， 最终确定了上述 １９
家。 每年，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服务部门将对各基地实行年度
考核， 对存在问题的可取消培
训基地资格。 每三年，民政部民
间组织服务中心对培训基地工
作进行全面评估，评估合格的，
保留培训基地资格， 评估不合
格或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评估
的，取消培训基地资格。

民政部党组成员、 社会组
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表示，建
立首批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
基地， 将为社会组织教育培训
工作提供良好的学习培训环
境， 为培训班提供相对专业的
人力资源保障。 同时，基地通过
承办培训班， 也可以获得持续
发展的资源和动力。

（据新华社）

19家单位入选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基地

第六届“上海公益伙伴日”
日前开幕，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现场启动 2016—2017 年度社
会公益慈善项目招募计划，将
投入 3000 万元用于资助优质
公益慈善项目。

据悉，2016—2017 年度社
会慈善公益项目资助金额为历
年之最， 此次新的资助计划将
进一步提高善款的使用效益，
为困难群体提供更加专业、高
效的服务， 满足困难群体多元
化、个性化的慈善需求。 为老服
务项目、青少年服务项目、助残
服务项目、社区帮困服务项目，
以及其他围绕“安老、扶幼、助
学、济困，依靠社会办慈善，办
好慈善为社会”宗旨、符合慈善
法规定的公益服务项目， 均可

参加本次申请。
项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有意向申报的社会
组织或机构可登录上海慈善网
下载项目申请表格， 按要求填
写后， 在申报受理规定期限内
将申报表和其他相关附件送交
上海市慈善基金资助社会慈善
公益项目评审办公室。

对于申报项目， 将采用分
类多次评审的形式进行筛选，
并向社会公示。 在资助项目确
定后，实施工作将在 2017 年开
始，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将与入
围项目签订协议， 并引入第三
方开展受助方能力建设。 在资
金拨付后， 开始对项目进行实
时监测与监督管理。

（据《人民政协报》）

上海：3000 万元招募优质公益慈善项目

四川省民政厅官网近日通
报， 四川省 210 家社会组织存
在未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的违
法行为， 分别受到警告或限期
停止活动的行政处罚。 其中，
137 家社会组织被限期停止活
动 3 个月。

成都盖格威外语培训中心
等 ４５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存在
未按照规定接受 2014 年年度
检查的违法行为， 四川省民政
厅对成都盖格威外语培训中心
等 45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作出
了警告的行政处罚。

开智早期教育发展咨询中
心等 68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存
在未按照规定接受 2013 年和
2013 年年度检查的违法行为，
四川省民政厅对四川省开智早
期教育发展咨询中心等 ６８ 家
民办非企业单位作出限期停止

活动 3 个月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农机修造协会等 ２８

家社会团体存在未按照规定接
受 2014 年年度检查的违法行
为， 四川省民政厅对四川省农
机修造协会等 28 家社会团体
作出了警告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美容美发协会等 69
家社会团体存在未按照规定接
受 2013 年和 2014 年年度检查
的违法行为， 四川省民政厅对
四川省美容美发协会等 69 家
社会团体作出限期停止活动 3
个月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社会组织按规定参加年检
工作，是法律赋予社会组织的义
务。 根据相关规定，不参加年检
的社会组织，视情况严重程度可
分别给予警告、停止活动和直接
撤销的处分。 （据新华社）

四川：137 家社会组织被限停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