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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活动被民政部认定违规

91 名“大师”的身份尴尬了谁
江苏省宜兴市的几位“紫砂

大师”遭遇了尴尬事儿。 2016 年
7 月， 在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共同主办的
第三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
审活动中，91 人获得了“中国陶
瓷艺术大师”的荣誉称号。 这座
因紫砂出名的小城市也产生了 6
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5 个多月后，2016 年 12 月
23 日，民政部官网通报，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存在不按照规定接
受监督检查， 违规举办第三届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评审活动
的违法行为，依据《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中
国陶瓷工业协会作出警告的行
政处罚。

2017 年 1 月中旬，民政部社
会组织管理局执法监察二处有
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第
三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
活动不在《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
留项目目录》（以下简称“《全国
项目目录》”）范围之内，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也没有按照程序报
批， 属于违规开展评比表彰活
动。 民政部曾责令其停止举办评
审活动并进行整改，但该协会未
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继续违规举
办评比活动并颁发证书。

评比活动违法，获得“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称号的 91 名“大
师”将何去何从？ 截至目前，组织
方尚未有明确说法。

91 名“大师”身份遭质疑

“我现在很后悔参加这个评
选活动。 ”今年 79 岁的宜兴陶艺
工作者季辉（化名）从事陶艺工
作 60 多年，他原本也准备参评，
没想到资料在区县一级就被
“砍”了，落选在意料之中。

2016 年 7 月， 他看到最新
“大师”名单，有多位老资格从业
人员都没有评上，“我们心里很
不服气。 ”看到民政部的行政处
罚决定通报后，他表示再也不参
加“大师”评选活动，以后要专心
搞创作。

记者联系了几位获选的“大
师”， 他们大多婉言拒绝接受采
访。 其中一位“大师”表示后悔，
参选时不知道这个评选活动“违
规”。

获选“大师”的王亚平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评选工作
很严格，评选活动门槛高。“实际
操作现场有监控，操作开始时才
通知考核内容， 无法事先准备，
只能临场发挥，靠真本事。 有的
人试图作弊被当场取消资格”。

由于民政部并没有对处罚
等事宜作出进一步说明，一些从
业者对此事还在观望中。

“民政部只说了‘违法’，到
底哪里存在问题，并没有作出进
一步的说明和处理，基层陶瓷协
会和陶艺从业人员都感到不解，
希望尽快能有进一步的说法。 ”
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一位负责

人说。

登记管理部门未能
阻止的“违规评选”

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执法监察二处
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第三届“中
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
活动不在《全国项目目
录》范围之内，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也没有按
照程序报批，属于违规
开展评比表彰活动。

早在 2016 年 1 月，
民政部曾向中国陶瓷
工业协会发出《责令整
改通知书》， 责令其停
止举办评审活动并进
行整改。 但该协会未按
照要求进行整改，于
2016 年 5 月～9 月期间，
继续违规举办评比活
动并颁发证书。

记者 查 询发 现 ，
《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
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
定》）规定，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或
奖项的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
织名称，未经批准不得冠以“中
国”“全国”“国际”“世界”或其他
类似字样。

“如果在《全国项目目录》范
围之内，属于评比达标表彰保留
项目的，各社会组织要严格按照
既定内容、范围、周期开展活动，
不得擅自改变项目名称和周期，
不得擅自扩大项目范围或擅自
增设子项目；如果不属于保留项
目的，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规
定报经批准后才能开展。 ”民政
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执法监察二
处有关负责人说，中国陶瓷工业
协会如需举办此类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
规定，按程序报批。

《暂行规定》规定，社会组织
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应当按
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工作程序后，
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 审查事项
应当包括：项目名称、理由依据、
评选范围、评选数量、奖项设置、
评选条件、评选程序、奖励办法、
活动周期和经费来源等。

同时还规定，全国性社会组
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由业
务主管单位按归口分别请示党
中央、国务院。 全国评比达标表
彰工作协调小组征求民政部意
见并进行审核后，按程序报请党
中央、国务院审定，待批准后由
民政部向社会公布审批结果。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社会组
织开展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不
仅属于民政部门的监管范围，同
时还应当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纪
检监察部门和审计机关的监督
检查，在年度工作报告中作为重
大业务活动事项报告。

民政部将不断完善监管方
式，强化执法手段，通过抽查审

计、群众举报等手段加强对社会
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
监管，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及时进
行调查处理，重点查处在举办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中乱评比、乱收
费等行为。

评选是否在评比达标表彰
保留项目目录内？

“我协会认为该行政处罚决
定不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不当，并且执法不公，已决定将
依法对民政部提起行政复议，以
期纠正社会组织管理局的错误
行为。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法律
顾问肖强滨律师在回复给记者
的电子邮件中说。

肖强滨介绍，评审活动严格
按照《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取
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项的决定》《中央国家机关等
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名录》
（以下简称《中央项目名录》）等
文件的规定依法开展，既不存在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认为的
违规举办评审活动的行为，更不
存在其认为的“拒不接受或不按
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违法情
形。

肖强滨称，他们也曾接到民
政部通知暂停第三届“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的评选，并取消了一
系列原定活动，但他们的解释未
被民政部采用，反而被予以行政
处罚。

肖强滨专门强调了该评审
活动的严谨性。 他说，第三届“中
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活动延续
了前两届的评审原则，制定了科
学、公平、堪称严苛的评选办法：
报名条件很高、 评审组水平很
高；由德高望重的陶瓷产区老大
师及陶瓷院校老教授组成评审
委员会，名额控制很严；初评由
地方政府或省陶瓷协会负责，初

评结果按名额报到中国陶瓷工
业协会；考核维度全面，评价体
系客观公正。

肖强滨介绍，评审过程中严
格按照程序和评选办法实施，评
选公正、客观，甚至拒绝了一些
位高权重的领导的个人意志。

值得关注的是，民政部所提
到的《全国项目目录》与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所提到的《中央项目
名录》有何不同？

记者查询发现，《中央项目
名录》 于 2011 年发布，《全国项
目目录》由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
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于 2015 年发
布。

早在 2006 年，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关于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意见的通知》， 每隔一两年都
会发布新的目录。 2015 年发布的
《全国项目目录》， 中央政府、党
群组织和地方政府、党群组织的
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全部包括其
中，《目录》更具体更明确，操作
性更强。

对比两个文件发现，2015 年
公布的《全国项目目录》不仅涵
盖了 2012 年公布的《中央项目
名录》，还对其《目录》内容有所
增改。

其中，作为全国性行业协会
的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可以进行
“先进会员企业及先进个人表
彰”，周期是两年。 肖强滨认为，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就属于先
进个人表彰项目内容之一。

在两份《目录》中输入“大
师”关键词搜索，分别得到 2 项
和 9 项结果。 冠以“中国”“全国”
字样的大师评选活动只有“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和“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2 项，而“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未在《目录》之列。 其
余“大师”称号评选，均由各省和
自治区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评
选、命名、表彰。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
究中心主任徐家良认为，中央对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规定得越来
越严， 主要目的是转变政府职
能，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逐渐
有效发挥社会组织行业功能，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有促进作用。

91 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何去何从

近日，记者获得的一份“宜
兴紫砂北京展”的宣传册上，有 8
位“紫砂大师”参展。 这 8 位大师
是刚获选的第三届“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 展览时间是 2017 年 1
月，是在民政部作出行政处罚之
后。 此举遭到宜兴很多紫砂从业
者的质疑。 眼下，最尴尬的还是
包括这 8 位大师在内的 91 位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的身份问
题。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法律顾
问肖强滨律师认为， 第一届、第
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荣誉
称号是严肃、认真、经授权颁授
的荣誉，而且至今没有任何有权
力机关作出过取消或者更改的
决定。“‘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
荣誉称号当然有效，根本不存在
被判定违规的说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说，荣誉称号的确定应当
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只有程序
严谨、信息透明、名声相符的荣
誉称号才能被社会认可，才能经
受各种考验。 既然民政部已认定
该协会评选大师的活动违法，那
么通过违法活动当选的大师，资
格和荣誉称号也就自动失效。

“行业协会违法活动都被行
政处罚了，这些荣誉称号，如果
拿了奖状的自行销毁，不销毁的
放着也不要拿出来了，对自身社
会形象无好处。 ”刘俊海说，行业
协会应该发通知， 赶紧收回，如
果这里面有其他违法行为还要
依法纠正。 协会的主管单位应该
加强行政指导，“不能护犊子”。

“程序违法， 结果也是不合
法的。 ”徐家良说，举办评选活动
前，所有行为在程序上都必须合
法合规。 如果前面程序不合法，
后面的结果就没有法律依据。 评
出来的称号自动无效，因为产生
方式不合法。

徐家良表示，民政部按照有
关规定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民政部的权限， 只对行业协会
的行为作出判断。 协会的处理方
式应该就是收回，或者声明前面
发出的称号无效，降低影响”。

徐家良认为，大师评审有一
定意义，但现在许多评审活动的
标准和尺度没有把握得很好。 评
选数量少、要求高，另外要得到
有关政府部门的备案和同意，这
样才能促进整个行业生存发展。
最关键还是要定好标准，按照制
度要求获得评选资格许可。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