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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民政部：利用大数据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 � 民政部近日印发《“互联网＋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志愿服
务）”行动方案（2018-2020 年）》，
明确提出，运用大数据技术筛查
互联网上非法社会组织信息，为
打击非法社会组织提供具体线
索。

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非法社会组织与合法登记的社
会组织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没
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往往是“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 执法部门既
找不到“庙”，也找不到“方丈”和
其他“和尚”，还有不少非法社会
组织通过互联网渠道开展活动，
线下固定活动地点很隐蔽，导致
民政部门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打
击存在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
等难题。

为此， 今年 4 月到 12 月，民
政部联合公安部开展集中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目
的是通过集中整治，去“存量”，
遏“增量”，实现对非法社会组织
的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治理效
果。

据统计， 今年 2 月以来，民
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已陆续公
布 6 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共计
300 余个，取缔、劝散非法社会组
织 1800 多个。 记者注意到，民政
部在此前公布的六批名单时，都
提到名单中的组织为“涉嫌非法
社会组织”，“为获得取缔非法社
会组织的有力证据，欢迎社会各
界提供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有
关活动线索”等表述。 专家指出，
这些表述说明，民政部对涉嫌非
法社会组织所掌握的事实和证
据毕竟有限， 有时不足以达到

“取缔”的标准，需要发动全社会
的力量共同参与。 发挥互联网信
息传播优势，便于社会上的知情
人、受害者投诉举报，从而更及
时地曝光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及
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 行动方案还提出，依
托民政门户网站及相关公共服
务平台开展信息公开，优化全国
社会组织数据统一查询服务，实
现社会组织基本信息、 年检/年
报信息、信用信息、行政许可与

处罚信息等数据一网通查。 要打
通与国内主流搜索引擎、新媒体
服务商的数据接口， 在搜索结
果、服务列表中标识合法社会组
织信息，拦截屏蔽非法社会组织
信息， 支持互联网门户网站、新
媒体平台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社
会组织查询服务，以方便公众随
时随地获取信息。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说，非法
社会组织活动具有隐蔽性、随机
性、分散性等特点，因此，打击
整治的根本目的是要以“惩”促

“防”、以“惩”促“治”。既要立足
当前，取缔一批非法社会组织，
严惩违法犯罪行为， 形成社会
震慑效应，又要着眼长远，加快
完善举报投诉、 公开曝光等长
效监管机制， 逐步形成不敢违
法、不能违法、不愿违法的法治
环境。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是
一项复杂性、长期性工作，通过
进一步推进“互联网+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完善社
会组织网上投诉举报机制，实现

举报信息和社会组织执法监察
系统自动对接，将有望提升打击
整治效果。 民政部称，下一步将
开发全国社会组织执法监察系
统， 推进各级民政部门信息共
享，并为部门间综合监管和联合
惩戒提供支撑。 同时，充分发挥

各地多级预警网络的监督作用，
加强网络舆情监测， 及时捕捉、
分析研判社会组织重大活动信
息和非法社会组织信息，通过早
发现、早排查、早处理，及时消除
隐患。

（据《经济日报》）

� � 9 月 18 日，2018 年世界航
线发展大会（以下简称世航会）
正式落下帷幕。从 9 月 13 日 10
时迎接第一位客人抵达， 到 17
日下午 3 时开始送参会嘉宾们
陆续离开广州， 世航会志愿者
们为来自世界各国的 3000 多
名来宾提供了交通指引、信息咨
询和语言翻译等服务，他们的沉
着、务实、高效、专业受到广泛好
评。 此次广州共招募选拔了 700
名志愿者服务这一盛会， 其中
400 名来自暨南大学、广州大学
等 14 所高校，300 名来自一支
行业志愿服务队伍———广州白
云机场志愿服务队。

近年来， 共青团广州市委
深入贯彻落实广州市委、 市政
府要求， 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 不断推进志
愿服务队伍专业化、 项目多元
化、阵地规范化、经验体系化、
水平国际化纵深发展， 营造志
愿服务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
处可为的社会氛围。 截至 9 月
15 日， 广州市注册志愿者达
223.74 万人， 志愿服务组织超
过 1 万个， 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6.6 万场，累计志愿服务时
长超过 3794 万小时。

“春风使者”逆风而行

9 月 16 日，大会开幕当天，
台风“山竹”来势汹汹，大会安排
所有来自高校志愿者留在学校
保证安全，来自广州白云机场志
愿服务队的“春风使者”们紧急
承担了全部志愿服务工作。

中午 11 时，会场开始组织
参会人员紧急撤离， 志愿者也

可以同时撤离， 但没有一个志
愿者提前离开， 而是选择留下
来和工作人员一起帮助来宾有
序离场。 一部分志愿者手拉手
形成一道人墙防止场内人员进
入危险区域， 其余人分组找到
各酒店巴士的对应位置， 安排
来宾排队乘车回到安全的住
处。

这一成熟高效的“春风使
者” 团队选拔自今年 4 月成立
的“白云机场志愿服务队”。 由
机场安检、物流、消防安保和客
服中心等岗位的员工组成，平
日就在机场范围内接力完成 18
个小时常态化志愿服务。

据了解， 团市委近年来致
力于培育行业志愿服务队伍。
目前已组建了敬老为老、 环境
保护、安全教育、文明交通、特
殊人群关爱等领域 13 支行业
志愿服务队伍， 凝聚志愿者超
过一万人， 提供了超过 900 场
次志愿服务。

年纪虽小经验不少

服务世航会的志愿者中还
有 400 名来自各大高校志愿
者。 近年来，广州《财富》全球论
坛、国际金融论坛全球年会、广
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博览会主题论坛、 金砖国家运
动会等大型国际会议或活动接
连密集地在广州举办， 因此也
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丰富赛会服
务经验的年轻志愿者。 团市委
也由此建立了大型赛会志愿者
数据库， 世航会志愿者的招募
选拔就是从中重点挖掘。

比如参与HAP项目（Hosted

airlines program 承办方目标航
空公司高层）的 9 名志愿者，直
接服务国外嘉宾， 包括交通安
排、 参观接待以及随行翻译等
志愿服务， 因此不论在英语技
能、涉外交往、志愿服务经历、
团队管理等方面都需要过硬的
综合能力。

HAP 志愿者团队队长吴宇
森来自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他精通英语和法语， 曾经以志
愿者身份担任了美国商务部前
部长 Penny Pritzker、 加拿大皇
家路大学校长、 克罗地亚驻华
大使等外宾的陪同翻译。

一赛会一手册

目前， 每次大型赛会举办
之前，团市委、广州市志愿者行
动指导中心、 广州志愿者学院
都会联合开展志愿者通用培训
和志愿者骨干培训。

这一次， 志愿者们也拿到
了一本专为此次世航会编写的
志愿服务培训手册， 内容包括
志愿服务常识、岗位介绍、外事
礼仪、应急救护技能、志愿者骨
干工作技巧等七个章节，长达 7
万余字。 在世航会正式开幕前，
志愿者们还参加了岗前实训和
开闭幕式等项目仿真演练。

据了解， 广州志愿者学院
目前组建了 416 人的社会化师
资队伍，同时还邀请陆士桢、沈
杰、 白岩松等 114 位志愿服务
领域知名学者与社会贤达成为
学院客座教授， 可为广州志愿
者提供专业的常态化培训和针
对赛会的主题培训。

（据《广州日报》）

广州：志愿工作历经考验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四川：8 家基金会被处罚

� � 9 月 18 日，四川省民政厅官
网对四川宜宾学院教育发展基金
会等 8 个基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
进行公示。

四川宜宾学院教育发展基金
会、 成都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 四川圣爱特殊儿童援助基金
会、 四川省体育基金会未按规定
参加 2016 年度检查被警告。

四川省高德公益慈善基金会
参与房地产公司售房经营行为，
未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
动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 四川省
民政厅决定给予责令停止活动 3
个月的行政处罚。

四川荷福慈善基金会未按规

定参加 2015 年、2016 年年度检
查。 四川省民政厅决定给予责令
停止活动 3 个月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城乡统筹发展基金会
未按规定参加 2016 年年度检查，
参与房地产公司售房经营行为，
未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
动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 四川省
民政厅决定给予责令停止活动三
个月的行政处罚。

四川英子爱心基金会，2016
年年度公益支出为零，2015 年、
2016 年年度检查结论为不合格。
四川省民政厅决定给予责令停止
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

（《据四川在线》）

上海：社会组织自律公约发布
� � 9 月 13 日，《上海社会组织
自律公约》发布，首批 53 家来自
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
的社会组织代表签署了自律公
约。

《上海社会组织自律公约》对
社会组织的使命、诚信、治理、互
助、人才、目标等六方面进行了倡
导和规范， 明确上海社会组织应

当使命优先，聚焦社会问题，强化
责任担当；应当诚信为本，披露真
实全面，接受公众监督；应当优化
治理，完善法人治理，强化制度执
行； 应当协同发展， 倡导有序竞
争，促进合作共赢等。凡认同该公
约的上海社会组织均可向上海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社会委
员会自愿申请加入。 （据央广网）

安徽：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 � 安徽省民政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
将居民服务类社区、文体活动类、
公益慈善类、 参与基层治理类和
枢纽型等四类社区社会组织作为
培育发展的重点。

下一步， 省民政厅将通过加
大资金支持力度、 推进政府购买
服务和加强服务能力建设等举
措， 积极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
发展。其中，省级要统筹福利彩票

公益金支持市县加大对社区服务
类社会组织扶持力度；市、县民政
部门要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福利彩
票公益金， 以及通过探索设立孵
化培育专项资金和开展公益创投
活动等方式， 支持资助社区社会
组织开展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等服务项目； 县级要积极优化和
调整支出结构， 统筹本级和上级
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福彩公益
金等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据民政部网站）

（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