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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上海市严厉查处非法社会组织
� � 一家名为“上海市品牌服务
促进会”的机构在网上发帖，称与
政府部门合作举办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主题的高峰论坛， 欢迎各
路企业报名参加。 想在会上作主
题发言吗？来来来，跟机构法人代
表私聊，交 8万块钱就行。

遇到这样的机构千万长点
心，它们很可能是以公益之名行
敛财之实的非法社会组织———
机构是未经注册的，政府合作方
是不存在的，服务“一带一路”只
是幌子———这类机构是上海正
在打击整治的对象。

从今年 4 月到现在，上海全
市受理查处 17 家非法社会组
织， 劝散了家百浓儿童中心、青
年徽商协会等非法组织；对于涉
嫌非法敛财的“上海市品牌服务
促进会”， 市民政部门正联合公
安机关进一步查处。

打击“离岸社团”、“山寨社团”

上海的社会组织正在进入
快速发展时期。 截至 2018 年 6
月 28 日， 上海共有社会组织
15707 家， 今年上半年在民政部
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共有 1008
家，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8%，增
速历史罕见。

与此同时，非法社会组织活
动也是屡禁不止。 市民政局副局
长蒋蕊介绍，非法社会组织主要
包括两大类：一是未经民政部门
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
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
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也包
括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
的社会组织； 二是未经登记、备
案，擅自在境内以社会组织名义
开展活动的“离岸社团”、“山寨
社团”等境外非政府组织。

去年年底，有关部门就曾查
处一家“离岸社团”———名为“中
国中小学生双语教育协会”的中
小学英语培训机构，其与沪上 27
家培训机构合作， 在 10 个区 55
个点举办“3E 英语测试”。但这家

“协会” 在中国民政部和上海社
会组织信息公开平台都没有登
记信息，其活动实质主体“中国
中小学生双语教育协会有限公
司” 是一家注册在香港的公司，
未经内地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
备案登记。

市社会团体监察总队介绍，
有一部分被举报的“未登记组
织”， 没有在境内依法登记，但
却在香港登记了“离岸社团”

“山寨社团”， 它们的名称与境
内社会组织十分相似， 多数也
冠以协会、学会、联合会、促进
会等名称，在境内外开展活动。
遇到这种情况， 监察总队便会
通过“香港政府一站通”官网进
行数据比对后， 如能查到境外
登记信息的组织，依据《境外非
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
相关规定， 移交公安部门负责
监管和执法。

别借国家战略之名圈钱

今年 4 月起，上海市民政局
联合市公安局开展“打击整治非
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行动将
持续 8 个月。 今年 3 月和 5 月，
市民政局已经先后公布两批涉
嫌非法社会组织，并发布协查公
告。

有几类非法社会组织是有
关部门重点打击整治的对象：

（一）利用“军民融合”、“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 等国家战
略，“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等名义

骗钱敛财的非法社会组织；
（二）在文化艺术、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网络文化等宣传
文化领域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
组织；

（三）冠以“中国”、“中华”、
“国际” 等字样开展活动的非法
社会组织；

（四）假借国家机关下属机
构名义、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非
法社会组织；

（五）涉及资金量大、参与人
数多的非法社会组织；

（六）其他可能危害国家安
全或危及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
全的非法社会组织。

民政、公安部门对于借服务
国家战略圈钱敛财的行为给出
了严肃预警。 双方将会完善日常
联络协调机制，加大个案联合打
击力度，集中取缔一批非法社会
组织，特别是打击借服务国家战
略圈钱敛财以及冠以“中国”、

“中华”、“国际”等字样开展活动
的非法社会组织，加强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对非法
社会组织保持高压态势。

据悉，今后上海还将探索非
法社会组织责任人“黑名单”，对
名单上的对象发起成立以及担
任社会组织负责人资格进行限
制，加大对责任人的法律约束。

做慈善要有合规意识

除了非法社会组织，合法社
会组织开展违法活动的行为也
在查处之列。

市民政局调研发现，并非所
有违法行为都是蓄意为之，一部
分社会组织开展违法活动，原因
在于不懂得以《慈善法》为代表
的相关法律知识。

此前，上海某知名企业策划
了一场“公益跑”活动，在网上为
企业自身的公益项目筹集善款。

根据《慈善法》规定，不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如要
基于慈善目的开展公开募捐，必
须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合作———在上海， 具备公募资
格的慈善组织共有 22 家———民
政部门一查， 企业果然不满足这
一条件。 它们去年倒是找了一家
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作
为合作单位，但今年却没继续。

“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非
法网络募捐陷阱。 ”出于善意，社
会团体监察总队和社团局基金
会处工作人员上门作了提醒，终
止了企业的募款行为。

“社会组织监管，既要依法
依规，也要合乎人情。 ”蒋蕊介
绍， 职能部门案件查办的同时，
也会及时开展普法宣传和警示
教育。 提醒所有爱心企业和爱心
人士， 做慈善要有合规意识，要
懂规则，守规矩。

（据文汇）

� � 日前，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
《安徽省民政事业单位社会工作
专业岗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首次对全省民政
事业单位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
作出了明确规定。

《意见》创新提出了社会工作
专业岗位的分类。 包括社会工作
管理岗位和社会工作专业技术岗
位两类。 一方面，从管理岗位上，
要求配备不少于 1 名具备社会工
作专业学历或通过全国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证书人员；另一方面，
从专业技术岗位上， 要求在以社
会工作服务为主和需要开展社会
工作服务的民政事业单位中，社
会工作专业技术岗位占单位现有
技术岗位比例应分别达到 30%和
20%以上。

《意见》全线贯通了民政事业
单位社会工作职业通道。 将社会
工作专业技术岗位细分为 4 个层

级和 9 个等级， 其中高级专业技
术岗位分为高级社会工作师一、
二、三级岗位，对应五至七级专业
技术岗位； 中级专业技术岗位分
为社会工作师一、二、三级岗位，
对应八至十级专业技术岗位；初
级岗位为助理社会工作师一、二
级岗位， 对应十一至十二级专业
技术岗位； 社会工作员对应十三
级专业技术岗位， 正式形成了社
会工作职业体系制度“闭环”。

《意见》鲜明树立了社会工作
职业发展“服务为本” 的行动取
向。 详细规定了高级社会工作师、
社会工作师、 助理社会工作师和
社会工作员的聘用条件， 除具备
专业技术岗位基本任职条件外，
尤其对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
作师的职业能力进行了服务案例
指标的量化要求， 引导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贴近民政服务对象、服
务基层困难群众。

（据《中国社会工作》）

甘肃：整顿软弱涣散社会组织党组织 112个
� � 近年来， 甘肃省各级党委
把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作为
基层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
务。 目前，有 12 个市州和绝大
部分县市区参照省上模式依托
组织部门成立了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分别在民政、 工商部门成立了
专门的党建工作机构。

按照属地管理和兜底管理

的原则，将全省性直登社会组
织党组织审批权限交由社会
组织固定场所所在地街道党
工委统一负责，靠实了社会组
织党员教育、监督、管理的责
任， 有效解决了党员工作、生
活、流动地分离的难题。

同时， 全省各地加大摸排
力度，挤水分、除空壳，科学调
整功能性社会组织党组织管

理模式， 确定整顿软弱涣散的
社会组织党组织 112 个。 截至
目前，全省社会组织已建立党
组织 1.9 万多个， 党员人数达
7.8 万多名，党组织覆盖率达到
76%以上，较 2017 年同期提高
了 8 个百分点。 目前， 全省选
派党建指导员 1.1 万多名，基
本实现了党的工作全覆盖。

（据《甘肃日报》）

� � 宁波市民政局根据市信
用办的要求，结合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工作实际，主要采取了
以下信用监管措施：

一是依托宁波市社会组织
法人库系统，加强与市公共信用
信息平台的对接，实现全市社会
组织登记信息、 负责人信息、评
估等级信息、荣誉信息、失信信
息等信用信息数据向市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的实时推送。

二是加强社会组织活动
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管理。 目前全市已有 17 家
社会组织列入活动异常名录，
4 家社会组织列入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

三是通过联合惩戒智能
服务接口与市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实时对接，实现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在社会组织登记管
理过程中的嵌入式应用。 在登

记环节，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发
起设立社会组织，失信被执行
人为个人的， 限制其登记或备
案为社会组织负责人。 在管理
环节， 社会组织法人库系统定
期进行全网扫描和信用信息普
查， 一旦发现社会组织负责人
中存在失信被执行人担任的，
登记管理机关将责令撤换负责
人，并督促社会组织限期进行
整改。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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