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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团中的“李鬼”打回原形
民政部门开展非法社会组织专项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 � 重拳之下，1800 多个非法社
会组织被打回原形，由民政部门
予以取缔或劝散。 与此同时，民
政部还连续 6 批公布涉嫌非法
社会组织 300 余个。

这是截至目前民政部门开
展非法社会组织专项治理的部
分“成绩单”。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
着社会组织公信力、影响力的不
断提升，一些不法分子也开始打
着“中国”“全国”“中华”“世界”
等名义，自称“协会”“学会”“联
合会”“基金会”“中心”等，有的
甚至假借服务国家战略之名招
摇撞骗，损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
利益，甚至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声
誉。

上述负责人介绍，非法社会

组织活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
为经济利益驱动，行骗敛财是主
要目的。 很多非法社会组织打着
开展培训交流、 对接资金项目、
颁发奖状奖牌、命名荣誉称号等
方式，忽悠社会公众、企事业单
位甚至基层政府， 谋取非法利
益。 二是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随
机性和分散性。 很多非法社会组
织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主要通过
网站或微信等互联网渠道开展
活动，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有的只是几个人组织的“草
台班子”， 在非法目的达到或被
曝光后便迅速逃匿， 关闭网站、
销毁证据。

今年 2 月，北京市民政综合
执法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取缔了
名为“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业
联盟”的组织。 面对现场执法，该

“联盟” 一位工作人员甚至喊：
“东西随便抄，别碰坏家具！ ”

为加大非法社会组织的打
击力度，民政部门不断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发动社会力量提供线
索和证据，有效收集了大量非法
社会组织的活动信息。

针对线索，民政部门安排严
肃查处。 对涉嫌为非法社会组织
但查处线索不足的，形成名单予
以公布，向社会发出警示并征集
有关线索信息。 据介绍，名单的
公布有效挤压了非法社会组织
的活动空间，一些组织主动与民
政部门联系，表明解散；还有一
些组织经社会公众进一步补充
线索，被予取缔或劝散。

民政部还与公安部联手，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集中整治，重

点对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军
民融合”“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
名义骗钱敛财和冠以“中国”“中
华”“国际”等字样开展活动的非
法社会组织予以打击整治，同时
探索建立非法社会组织责任人
“黑名单”。

一手抓集中打击，一手抓制
度建设。 今年 8 月，民政部公布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草
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
意见稿进一步细化了监督管理
和法律责任的相关内容，丰富了

有关查处手段，规定了未经登记
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
等情况的法律责任。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提
示，公众要识别社会组织是否为
“李鬼”，可以通过官方网站“中
国社会组织网”（http://www.chi－
nanpo.gov.cn/index.html），或者关
注其“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公众
号，进行查询。 同时，公众发现非
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可及时向
民政部门举报。

（据新华社）

宝山区现有社会组织 662
家， 其中社会团体 156 家、民
办非企业单位 302 家、社会中
介组织（律师事务所）45 家、
城乡社区社会组织 159 家。 鉴
于社会组织管理幅度大、所涉
行业多、 人员流动较快等特
点，宝山区委出台《关于加强
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实
施意见》等文件，初步形成具
有宝山特色的“1+2+3”的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新模式，解决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谁来做”、

“不好做”和“怎么做”这三个
难题。 目前，全区社会组织党
组织覆盖率达到 70.6%，从业
人员 30 人以上的民办学校及
律师事务所等实体性社会组织
都有党的组织。

三级网络定责任

针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条
块职责边界不清等情况，宝山
坚持问题导向， 在全区建立

“1+12+X”三级网络格局的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体系 。

“1”即健全宝山区“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成员，
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教育局、
体育局、卫计委、文广局、司法
局为成员单位， 增强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力量。“12”即全区 12
个街镇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
成枢纽型社会组织党组织，负
责对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的党
建工作，依托片区党组织等实
现网格化管理和工作托底 。

“X”即若干个业务主管单位的
党组织。

2018 年已挂牌成立 7 家党
建工作枢纽站， 根据行业归口
的要求，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行
业主管部门的党建责任。

设定轨道顺起来

区里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机构与登记管理部门工作联动，
在社会组织登记审核时党建工作
就随之起步，让“不好做”的事开始
就在设定轨道里“顺”起来。

民政、 市场监管等部门在
社会组织登记时，同步采集登记
员工信息，摸清党员底数，并与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及时沟
通；各行业主管部门在年检或者
年报时， 同步检查党建工作，督
促落实重点任务； 在评估时，同
步将党建工作纳入评估重要指
标， 指导和推动党组织组建工
作。每年年底在社会组织党组织
中开展党群工作规范化达标测
评，内容涵盖组织机构、班子建
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工作成
效、 各方反映等六大类 25项内
容，突出分类指导，考核结果与
党建工作经费挂钩。

区层面每年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红帆港”党
群系列活动， 探索由宝山区社
会工作党委主办、 社会组织承
办，街镇（园区）协办的模式进
行开展， 培育提升社会组织党
建项目承接能力， 强化社会组
织党建与社会组织承接党建项
目联动。 各街镇（园区）充分发
挥“红帆港”党群指导站、服务
站的辐射效应， 通过引进、孵
化、培育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
织承办专业化、 社会化和项目
化的党群活动项目， 在活动中
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
更好地服务“两新”组织。

多角度形成基层经验

“做实”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的指导和联络机制。 区级层面
每季度召开工作例会， 了解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进展， 部署阶
段重点工作。 区社会工作党委
每季度举办一期“红帆课堂”，
面向社会组织新任支部书记、
市区“五好”党组织书记、专职
党群工作者、 新党员等实施分
类分层专题培训。 加强升级版
“红帆港” 工作宣传，《红帆港》
专刊及时发布党建引领群团建
设、社会建设的优秀工作案例，
展现基层工作成效， 推广可复
制、有实效的基层经验。

“做优”社会组织培育扶持
机制。实施“1+1+N”计划，每个
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引入至
少 1 个品牌组织， 培育至少 1
个本土社会组织，开展不少于 5
个社区公益服务项目， 推动本
土组织与引入品牌组织齐头并
进。 每年安排 2000 万元社区公
益服务扶持引导专项资金，专
门用于扶持创新性、示范性、引
领性的社区公益项目， 促进政
府购买社区公益服务事业发
展。同时，每年区镇两级财政向
社会组织党组织划拨专项经
费，实施支部工作经费、党员教
育经费、书记工作津贴、新建党
组织启动经费、 示范点创建经
费、党员关爱经费六大项目，扶
持社会组织党组织开展形式灵
活、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

“做强”社会组织党群阵地
建设机制。 按照“六个一”标准，
在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设

“红帆港”党群服务站，为社会
组织党建提供精准的服务，增
强服务的有效性； 培育 6 家社
会组织党群阵地示范窗口单
位， 使之成为加强党群工作的
主要阵地和服务党员群众的重
要平台。 （据《解放日报》）

� � 2018 年以来，安徽省民政厅
按照省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
和民政部社会组织法人库项目建
设要求， 深化互联网思维， 通过

“两减一增”， 着力打造社会组织
政务服务“升级版”。

一是打好“减证”牌，社会组
织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精简率
总体达到 50%， 超额完成了相关
工作任务，并通过“数据代入”方
式避免办事人重复多次录入。 二

是打好“减负”牌，取消三类社会
组织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注销
登记和社会团体换届共 7 项中介
服务， 改由登记管理机关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提
供。 三是打好“增效”牌，建设“安
徽省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2.0
版）， 所有政府服务事项均达到
“四级”办理深度，实现群众办事
“零跑腿”。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广州：
出台新规培育社会组织创新力量
� � 日前，《广州市激发社会组织
创新能力实施办法》 正式印发。
《实施办法》提出将把社会组织的
创新活动纳入全市科技创新发展
规划和工业技术改造支持范围。

同时， 社会组织承接的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或委托项目， 经购
买方或者委托方评估属创新项目
或者项目实施取得突出成效的，

《实施方案》明确，在同等条件下，
该社会组织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在
项目后续购买或者委托中获优先
权。

《实施方案》明确，符合条件
的高层次社会组织人才经认定后
可享受广州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
和培养资助。

（据南方网）

武汉：
118家行业协会商会要与行政机关脱钩
� � 8 月 22 日，武汉市民政局组
织召开了全市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工作推进会。 会议通
报了目前武汉全市脱钩工作完成
情况， 对全面完成武汉市行业协
会商会脱钩工作任务进行了再部
署再推进。

武汉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

完成脱钩任务做出要求， 强调各
业务主管单位及各区要加强脱钩
工作政策宣传、 加强对脱钩行业
协会商会的管理和督查， 及时反
映脱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确保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今年 118 家行
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任
务。 （据《楚天都市报》）

上海：宝山条块结合
破解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难题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