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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生物多款疫苗曾获“十大名牌产品”？
颁奖方均为“山寨组织”
� � 7 月 22 日，“疫苗事件”持续
发酵。 记者在长春长生生物公司
官网发现，其官网称多款疫苗曾
获得“2013 年度全国制药行业十
大名牌产品”。 新京报记者核查
民政部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
平台发现，为其颁奖的两协会均
未在民政部登记。

其官网称，该公司生产的狂犬
病疫苗、百白破疫苗等多款疫苗被
中国制药企业管理协会评为“2013
年度全国制药行业十大名牌产
品”。同时，该公司被中国医药行业
管理协会评为“2013年度中国最
具品牌力医药企业 100强”。

记者查询发现，为上述产品
和其公司颁奖的中国制药企业
管理协会、中国医药行业管理协
会均未在民政部登记。 自 2013
年至今，记者也未在民政部查询
到有“中国制药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医药行业管理协会” 的注
销登记信息。 这表示，这两家协

会自 2013 年至今一直未在民政
部登记。

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向
新京报记者表示，在民政部合法
登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等
社会组织，都可以通过中国社会
组织网查询， 输入社会组织名
称，查询其登记证号、业务主管
单位等相关信息。 对未经登记，
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
的“山寨组织”，依法予以取缔，
没收非法财产； 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新京报》）

链接>>>
其公司官网所称获得荣誉

情况如下：
2014 年 1 月“流感病毒裂解

疫苗”被中国制药企业管理协会
评为“2013 年度全国制药行业十
大名牌产品”;

2014 年 1 月“冻干甲型肝炎
毒活疫苗”被中国制药企业管理

协会评为“2013 年度全国制药行
业十大名牌产品”;

2014 年 1 月“冻干人用狂犬
病疫苗（Vero 细胞）”被中国制药
企业管理协会评为“2013 年度全
国制药行业十大名牌产品”;

2014 年 1 月“冻干水痘减毒
活疫苗”被中国制药企业管理协
会评为“2013 年度全国制药行业
十大名牌产品”;

2014 年 1 月“吸附无细胞百
白破联合疫苗”被中国制药企业

管理协会评为“2013 年度全国制
药行业十大名牌产品”;

2014 年 1 月公司被中国医
药行业管理协会评为“2013 年度
中国最具品牌力医药企业 100
强”。

� 7 月 19 日， 北京市民政局
和市扶贫援合办联合召开北京
市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和精
准救助动员大会，广泛动员全市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对口支援的
河北、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
河南、湖北等 7 省（区）89 个县
级地区的脱贫攻坚和北京市困
难群众精准救助。 同时，北京市
正式开启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和精准救助推介对接活动。
260家市级社会组织代表、 市行
业协会商会综合党委下属 34 个
联合党委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北京市民政局党委书记、
局长李万钧指出：“社会组织擅
长于作个性需求分析， 能有针
对性地提供专业帮助， 并给予
持续的社会资源支持。 这次帮
扶行动所形成的实践和探索成
果，对形成精准化、长效化、可
持续精准帮扶体系有着重要意
义， 也必将为今后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治理提供经验和借鉴。 ”

北京市民政局与对口支援
省（区）民政部门签订合作框架
协议，与 10 家支持型社会组织
签订授权委托书， 赋予它们联
络协调、咨询服务、协同管理、
事务工作四项职能。

北京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服
务联盟、北京慈善协会、北京仁
爱慈善基金会、中关村华移动医
疗技术创新研究院、北京市丰台
区启航无忧职业培训学校等 5
家社会组织代表进行帮扶项目
推介，40 家社会组织与受援方
代表当场签订帮扶项目意向。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现场推
介专题活动。 内蒙古赤峰市、青
海玉树州、 新疆和田市进行了
现场推介，发布需求信息、解读
优惠政策、明确联络方式方法。

北京市有机农业产业联盟等 6
家社会组织推介帮扶项目。

为持续深度动员， 大会专
门组织了推介对接活动， 分别
设置对口支援协作省（区）展示
区和北京市各区精准救助展示
区， 全面展示脱贫攻坚情况和
救助帮扶需求， 给北京市社会
组织和对口支援地区搭建一个
集中展示、推介、对接的平台。

为深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和精准救助工作，北京
市民政局与市扶贫援合办联合
出台了《关于广泛动员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和精准救助的指
导意见》， 对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和精准救助的区域对象、重
要领域、工作机制、扶持政策、重
点工作等内容进行了安排，初步
建立具有首都特色和社会组织
特点的帮扶体系和运行机制。

一是以多种方式组织实施
对口支援。 这次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的主要区域是北京对
口支援的河北、内蒙古、西藏、
新疆、青海、河南、湖北等 7 省
（区）的 89 个县级地区，帮扶内
容主要聚焦在八大领域， 即参
与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教育帮
扶、健康帮扶、志愿帮扶、易地
扶贫搬迁、 生态环境治理和其
他帮扶。 参与北京市精准救助
的主要任务是以“托起因病致
贫家， 携手小康益起来” 为主
题， 以占比最高的因病致贫家
庭为主要对象，以“解决吃不起
药、 看不起病和看病难” 为核
心，以“助、帮、减”为主要内容，
以“一对一结对子、 持续帮到
底”为特点，凝聚社会力量，形
成精准帮扶运行体制。

二是重新组织开展资源动
员。 各社会组织将参与脱贫攻

坚作为今年的重大事项，提交理
事会讨论， 在重新组织动员资
源、选定帮扶项目、组建帮扶项
目小组、安排帮扶活动计划等方
面形成决议。动员资源有限的社
会组织，可以把有限资金和物资
交给相应基金会或支持性组织
代为落实。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
枢纽型社会组织和联合党委的
作用，分别在其管理体系内进行
深度动员，聚集更多更大的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和精准救助。

三是建立具有社会组织特
点的精准帮扶模式。在具体的帮
扶方法上，社会组织可以针对帮
扶地区和困难群众个性化需求
开展个案帮扶，因人因户因地因
贫困原因施策，实现帮扶的精准
化；开展协同帮扶，积极协助配
合政府部门、社会单位的扶贫项
目，把区域帮扶、领域帮扶与社
会组织帮扶融合起来，收到最好
的整体帮扶效果；开展可持续帮
扶， 不断动员内部资源按需而
动，长期坚持。 在开展帮扶的同
时， 积极培育当地社会组织，建
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实现
帮扶的长效化。

四是构建社会化运行机
制。 在政府的主导下，利用社会
组织的力量建立协同协作制
度、搭建合作平台、畅通对接渠
道，实现长效管理的工作机制。
这次 10 家支持型社会组织在
政府的授权委托下， 承担全市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和精准
救助行动的联络协调、 咨询服
务、协同管理、事务工作，形成

“一个中心、多个节点”的社会
化运行机制。 建立社会组织脱
贫攻坚活动与政府行政体系有
效对接，协调推进，协同发展的
社会化工作体系。

北京：动员社会组织
参与 7省（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救助 广东：处置各类非法社会组织 104家

� � 广东省民政厅日前通报，近
期在广东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
的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
行动中，发现并掌握全省各类涉
嫌非法社会组织共 156 家，已依
法处置 104 家，余下非法社会组
织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初见成效。

广东是社会组织大省，目前登
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65861个，数量
位居全国第二。在广东各类社会组
织蓬勃发展之际，有些非法社会组
织扯起服务“大湾区”建设、“军民

融合”等旗号开展行骗敛财、危害
社会和谐稳定等非法活动，造成了
不良社会影响。为促进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营造广东经济建设和
社会建设良好环境，广东加强社会
组织管理与公安、教育、工商等部
门沟通协调，联合执法，深入开展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
动，已依法处置非法社会组织 104
家，取缔 7 家，劝散 62 家、自行解
散 23 家、引导登记 5 家、移送公
安机关 4家、其他处置 3家。

（据《人民日报》）

海南：通告严禁买卖志愿服务时长
� 7 月 16 日晚，海南省志愿服务
联合会发布通告，禁止任何组织
与个人买卖“志愿海南”信息平
台志愿服务时长。

据介绍，共青团海南省委和
海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近日接
到群众举报，有部分志愿服务组
织存在贩卖“志愿海南”信息平
台志愿服务时长的行为。

对此，海南省志愿服务联合
会警告，禁止任何组织与个人买

卖“志愿海南”信息平台志愿服
务时长。 对于参与买卖志愿服务
时长的组织，一经查实，当即停
用该团体账号；对于参与买卖志
愿服务时长的个人， 一经查实，
当即清零全部时长。 海南省志愿
服务联合会将对违法乱纪者予
以通报批评， 并将情节恶劣者，
移交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依法
追究责任。

（据中青在线）

郑州：社会组织 11种违规行为将被约谈
� � 郑州市民政局日前印发的
《郑州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
行政执法约谈工作规定》， 从 8
月 16 日起， 社会组织一旦出现
违规收费、违规开展评比表彰活
动等 11 条行为中的任何一条，
其负责人将被约谈。

《规定》明确，社会组织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登记管理机关可
对其负责人进行约谈：当年未提
交年度报告或未参加年检的；违
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内部管理混乱或不能正常开展
活动的；不按规定报告重大活动
事项的；未按规定建立、完善和
执行内部管理制度的； 接受捐
赠、资助未按照规定和业务范围
使用的； 未按规定进行换届、变
更登记、备案的;被投诉举报、新
闻媒体曝光或者有关部门移交
需处置的； 活动经费严重不足
的；其他应当通过约谈规范和纠
正行为的。 （据大河客户端）

在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上未查到上述组织的登记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