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刚刚建立的莆田市残疾人互联网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数十名残
疾员工正在熟练操作电脑，通过互联网与全国各地客户交流、洽谈相
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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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部门印发《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意见》

残疾人登记社会组织将优先办理注册手续

近日， 为进一步听取意见
建议、凝聚共识，共同推动境外
非政府组织依法在华登记备
案， 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
理办公室与北京市公安局境外
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在京联
合召开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代
表座谈会。

座谈会上，公安部境外非政
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对《境外非政
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下
简称《管理法》）实施一周年以来
境外非政府组织登记备案、业务
主管单位依法履职以及公安机
关会同相关部门推出的便利服
务措施等情况进行了通报。 参会
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介绍了
2017 年在华开展项目情况，分享
了注册登记的经验，并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

盖茨基金会（美国）北京代
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称 2017 年
对于盖茨基金会而言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管理法》的实施使
基金会的各项公益慈善活动更
加顺畅便利和安全规范，为盖茨
基金会实现“消除一切不平等”
活动宗旨提供了健康良好的法
律环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配套
政策和便利服务措施出台。

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彭捷宁通
过对比《管理法》实施前后境外
非政府组织所需的人力和时间
成本，肯定了《管理法》对于登记
流程、年检手续的简化以及公安
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高效、坦诚
的工作态度，并特别提到公安机
关会同相关部门出台的各项便
利服务措施，为代表处办理税务

登记、银行账户以及外籍员工工
作许可等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希
望能够进一步明确年度计划和
报告的审批时限，以便能够提前
统筹安排各项工作。

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
表处首席代表高倩倩表示公安
机关在帮助境外非政府组织寻
找合适的业务主管单位方面发
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真正做
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称
福特基金会能够成功登记的最
大原因是始终坚持和公安机关
保持良好的沟通，因此建议还未
注册登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要
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积极主动向公安机关寻求支持
和帮助，希望能够针对不同类型
境外非政府组织制定更加适合
的个性化管理方案，并希望公安
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能够关心、
帮助更多小型的境外非政府组
织完成注册登记。

让境外非政府组织
在华活动有法可依

9 家尚未登记的境外非政府
组织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组
织背景情况、在华开展工作情况
及《管理法》实施产生的影响，普
遍认为虽然目前还在履行依法
登记手续、未完成登记，但长远
来看，《管理法》的实施必将使境
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有法可
依，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其重要
意义值得高度肯定。

美国心脏协会亚太区域总
监庄桦表示，公安机关对于申请
材料和程序的规定十分明确，但
由于一些组织的项目领域跨部
门，目前寻找业务主管单位很困
难，希望能够进一步得到公安机

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帮助。
美国石油协会副总裁丽萨感

谢公安机关在帮助寻找业务主管
单位及银行业务方面给予的大力
支持， 希望能够与业务主管单位
及公安机关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
与合作，尽快注册登记。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中国项
目负责人孙庆伟介绍了机构总
部专门组建法务团队申请注册
登记的情况，感谢公安机关给予
的高效指导和热情帮助。

美国国际清洁能源中国项
目负责人何卉介绍了在申请登
记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从最初的

“忧心忡忡”到“初步明朗”，再到
“充分信任”，高度赞扬了公安机
关主动担当和高效务实的工作
作风。

菲律宾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中国区总监付璐认为对境外非
政府组织依法管理，在欧洲等国
家十分正常，从长远看必将有益
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发展，并
高度赞扬了公安机关主动作为、
热情服务的作风和态度。

澳大利亚乔治全球健康研
究所中国负责人克雷格·安德森
感谢公安机关、北京市卫计委等
政府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在总部
并不看好的情况下能够初步取
得了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使其机
构能够继续在华开展有意义的
工作。

英国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中
国办公室负责人赵中华表示最
初总部对于由公安机关负责登
记十分紧张，但经过沟通后发现
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更加注
重程序和证据，更加适合成为登
记管理机关。

英国国际植物园联盟中国办
公室执行主任文香英认为虽然申

请登记所需的材料十分专业，但
是业务主管单位及公安机关都给
予了积极的回应和帮助， 通过有
效的沟通交流，取得了实效。

加拿大国际植物营养研究
所中国办公室负责人何萍认为
公安机关业务熟练，相关规章完
善， 表示如果能够成功注册登
记，将继续聚焦田间建设，把农
业科研成果送到田间地头，做好
“最后一公里”的工作。

部委业务主管单位积极履职

教育部、环保部等 6 家部委
业务主管单位相关负责人也应
邀出席了座谈会，他们简要介绍
了在公安机关的指导和协调下，
《管理法》 实施一年来本系统取
得的工作成效。

教育部建立了境外非政府
组织审批机制，并与全国的教育
部直属高校进行了广泛座谈，下
步将依照《管理法》规定，陆续出
台高校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
的具体规定，使教育领域的境外
非政府组织管理服务工作更加
规范、高效。

环保部成立了专门的办公
室，规范了各个司局的内部职责
分工，加强了对直属环保厅局的
培训，通过多次举办登记管理机
关、业务主管单位、境外非政府
组织三方共同参与的座谈会，切
实增强了业务主管能力，下步将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担任更多对
我国环保事业具有有益作用的
环保领域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业
务主管单位。

国家卫计委面对卫生领域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越来
越活跃的情况，通过指定专门负
责人、 公布联络方式等措施，切

实加强沟通交流，同时积极协调
兄弟部委和省市卫计委开展配
合工作，下步将尽快形成并出台
相关管理规定。

国家林业局在原有的对外合
作机制基础上，认真学习研究《管
理法》，出台内部审批流程和对外
管理办法，通过定规矩、定流程、
定机制， 进一步明确业务主管单
位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权利义
务； 同时建立完善与境外非政府
组织的年会制度， 共同回顾上一
年工作，磋商下一年工作，增进双
方互信与理解； 组织系统内部培
训， 提高地方林业司局管理服务
水平， 完善部委与司局协调沟通
机制，形成系统内部合力。

国家外专局在担任业务主
管单位工作方面已经制定相关
管理办法，即将正式公布；在为
境外非政府组织外籍人员办理
工作许可方面，将继续积极落实
《管理法》 中提供便利服务的规
定，在《关于为境外非政府组织
外籍人员办理工作许可等有关
问题的通知》基础上，会同相关
部门陆续出台更多优惠政策，涵
盖境外非政府组织外籍人员居
住、生活、子女入学等各个方面，
以此为管理服务工作提供有力
支撑。

国家能源局坚持“边干边
学”， 通过担任首个能源领域境
外非政府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
总结起草了相关的管理办法，制
作了办理能源领域境外非政府
组织登记工作指南，下步将通过
举办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与境外
非政府组织的沟通交流，积极构
建合作框架。

（据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
管理办公室官方微信号“境外非
政府组织在中国”）

实话实说：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谈《管理法》

1 月 24 日中国残联发布消
息，日前已联合国家发改委等 15
部门印发了《关于扶持残疾人自
主就业创业的意见》。《意见》明
确了 20 多项促进残疾人自主就
业创业、 脱贫解困的扶持政策，
我国 8500 多万残疾人收到政策
大“红包”。

《意见》明确，残疾人自主就
业创业包括残疾人自主创业和
残疾人灵活就业。

残疾人自主创业，是指残疾
人通过创办经济实体、社会组织
等形式实现就业。 包括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成立个体
工商户、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在民政部
门登记成立各类社会团体、民办
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经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其他
自主创业。

残疾人灵活就业， 是指从
事非全日制、 临时性和弹性工
作等实现就业。 包括从事家庭

副业、家政服务、修理装配、便
民理发、绿化保洁等；经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其他灵
活就业。

《意见》 提出了为残疾人自
主就业创业提供合理便利和优
先照顾、落实税收优惠和收费减
免、 提供金融扶持和资金补贴、
支持重点对象和“互联网+”创
业、提供支持保障和就业服务等
多个方面的扶持政策。

在提供合理便利和优先照
顾方面，《意见》要求，残疾人在
登记个体工商户、 各类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经济实体，或登
记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等社会组织时，相关部门应提
供合理便利，优先办理登记注册
手续。

在税收优惠和收费减免方
面， 对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
按照有关规定免收管理类、登记
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具有强制垄断性的经营

性收费； 征得行业协会商会同
意，适当减免或降低会费及其它
服务收费。 生产经营困难的，可
依法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或缓缴，待效益好转后再提
高缴存比例或补缴。

残疾人创办具有公益性、福
利性且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
非企业单位的经营场所用电、用
水、用气、用热按照民用标准收
取。

在提供支持保障和就业服
务方面，《意见》要求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 加大各类孵化基地、众
创空间、创新工场、创业园等对
残疾人创业培训、 开业指导、项
目推介、融资咨询、法律援助等
孵化服务力度。 鼓励建立残疾人
就业创业孵化基地，2018 年底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至少建有一个残疾人创业
孵化基地。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要积极为残

疾人自主就业创业提供政策咨
询、职业介绍、信息发布、职业指
导、创业指导、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事务代理等服务。 支持和鼓励

社会创投机构、服务中介机构和
社会组织，搭建用人单位与残疾
人的劳务对接平台，提供相关服
务。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