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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30家社会组织将被撤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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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数量多活跃组织少，项目引入容易退出难

良莠不齐，社会组织如何提质增效？
� � 专业高效的社会组织已成
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 记者近日跟随南京相关部门
调研时却发现，社会组织在蓬勃
发展的同时， 存在活跃度不高、
行业标准欠缺、 进门容易退出
难、服务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南京市民政局公开数据显
示，截至 2016 年底，南京市社会
组织登记备案总数超过 3.1 万
家，年均增长超过 15%，直接登
记数突破 3000 家。

“社会组织数量大发展的同
时，质量良莠不齐。 ”南京市民政
局工作人员透露，早在 2012 年，
南京注册社会组织的门槛就由 3
万元下调至 5000 元，加上省、市
对各区提出了每万人拥有社会
组织 16 个的考核目标， 南京社
会组织呈现井喷式发展。 然而登
记在册的社会组织中，相当一部
分活跃度不高， 甚至出现不少

“僵尸”组织。 截至 9 月底，鼓楼
区共有 1927 家社会组织， 活跃
的有 500 多家;建邺区 815 家，活
跃的仅 50 多家。

行业标准欠缺，导致社区在
引进社会组织时难以衡量其专
业性。 南京某社区党委书记直
言，社会组织不像酒店，在入住
前能通过星级标准判断其服务
质量，只有引进之后运营一段时
间， 社区才知道它究竟好不好。
优质的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是
有效的补充，相反，若引入组织
不专业、服务蜻蜓点水，对社区
反而是麻烦和负担。

引入容易退出难、公益创投
项目缺乏持续性等问题，也被多

个社区提及。“我们社区引进的
‘携才’居家养老，有老人反映饭
菜质量一般， 我们想换其他组
织，但‘携才’给老人们办了就餐
卡，如果强制它退出，老人的钱
怎么办？ ”南京市某社区工作人
员说。

“通过公益创投购买社会组
织的服务， 项目一般一年就结
束，而社会组织进入社区往往需
要小半年时间摸索情况，刚熟悉
情况着手做事， 项目时间到了，
政府扶持没了， 项目就中断了。
所以，虽然我们汇报的时候说社
会组织做了多少项目，实则周期
短、效益低。 ”另一位社区工作人
员反映。

与“外来”社会组织在社区
“水土不服”形成鲜明对比，由社
区“自组织”发展而来的“内生”
社会组织，普遍运行情况良好。

鼓楼区江东街道清河新寓
社区 2000 年成立时， 一部分住
户为土地征收后的农民，另一部
分则是购买商品房的居民，经济
水平参差不齐。“购买商品房的
居民搬新家时，不少居民把旧的
电饭煲、热水瓶、八成新的衣服
等直接丢弃，而这些东西正是农
转居住户眼里的宝贝。 我们就
想，何不整合资源，搭建一个捐
赠平台?” 社区党委书记钟霞说。
捐赠平台吸引了大批爱心党员
和热心居民参与，继而发展成社
会组织“心手相牵爱心园”。 在爱
心园开展的活动中，社区又发现
居民当中藏龙卧虎，于是社区挖
掘能人资源，先后注册了由三甲
医院退休专家牵头的“名人名家

工作室”等十几个为民服务的社
会组织， 不仅吸引了本社区居
民，还有市民专门从江宁、溧水
赶来。

鼓楼区睿城社区在引入社
会组织之初，制作了 700 多份调
查问卷发放给居民，最终决定引
入“枢纽型”社会组织———惠仁
社工服务中心，在社区内部培育
孵化“自组织”。“社区年轻妈妈
多， 有位在银行工作的孕前妈
妈，在惠仁的指导下成立了‘袋
鼠妈妈’， 组织年轻妈妈开展育
儿交流、缓解产后抑郁，该组织
已从不足十人的松散社团发展
成几十人的注册组织; 社区小朋
友多，从事科技培训工作的居民
沈兵成立了皓仁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经常带孩子们到江心洲进

行航模飞行，广受家长和孩子的
好评。 ”

建邺区南苑街道鹭鸣苑社
区下辖多个自治的老小区，社区
很多工作都由社区合唱队里的
居民骨干推动，起到了事半功倍
的效果。 国庆假期社区组织参观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图片
展”，合唱队等“自组织”在微信
群内一招呼，大家纷纷响应。

良莠不齐的社会组织如何
提高发展质量？ 鼓楼区民政局副
局长李文说，鼓楼区正在对社会
组织加强监管，清理一批违规社
会组织，同时成立专家库，评估
公益创投项目扶持资金的使用
效率。“应当建立信用体系，激活
沉睡的社会组织，鼓励发展专业
的社会组织。 不参加年审以及违

规的社会组织，在一定
时间内不整改，必须进
入‘黑名单’，在‘黑名
单’ 内达到一定时间，
有关部门应强制其退
出，禁止其再参与项目
申报。 ”

如何让社区链接
到优质社会组织资源?
建邺区每季度向全区
51 个社区征集需求，统
一发布，社会组织根据
自身业务范围参与招
投标。 建邺区民政局社
会组织科科长周家勇
介绍，建邺区已为通过
公益创投进入社区的
社会组织设置退出机
制，社会组织立项后只
能获得 40%的扶持资

金，运转半年由街道、社区进行
中期评估，评估合格再获 30%的
资金，不合格必须整改，整改不
合格则清退。

建邺区兴达社区引入的 3
家社会组织，服务多年均运转良
好。“这 3 家社会组织，一家是由
我们书法兴趣班发展而来的‘自
组织’， 另外两家是大浪淘沙留
下的符合居民需求的组织。 公益
创投项目结束后，我们用区里每
年拨付的为民服务专项资金，继
续对这些社会组织进行扶持。 ”
兴达社区负责人介绍。

建邺区南苑街道兴达社区
党委书记陈志云认为， 政府对
公益创投项目的扶持应建立长
期机制， 不能一年结束就半途
而废。 （据《新华日报》）

� � 近日，山东省民政厅 1 天内
连发 4 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送达公告，依据《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拟对
2016 年度、2017 年度连续两年
未参加年检的山东省天津商会
等 30 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
的行政处罚， 同时拟对 2017 度
未参加年度检查的山东省巴中
商会等 17 家社会组织作出警告
的行政处罚。

据了解， 年检内容包括社
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
情况、自身建设情况、党的建设
情况、业务活动情况、财务制度
情况、人员管理情况等。 对年检
中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社会
组织， 山东省民政厅将按照有
关规定依法予以查处。 其中，对
1 年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
的，给予警告；对 1 年未开展活
动的， 连续两年不参加年检或
两年年检不合格的， 予以撤销

登记。
对在年检过程中发现存在

多次失信或者严重失信造成严
重后果，并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
政处罚或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将纳入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列入

“黑名单”进行管理，通过采取取
消税收减免资格、 降低评估等
级、限制参与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和购买服务项目等措施，加大惩
戒力度。

（据齐鲁网）

安徽：推进“互联网+社会组织”
提升登记管理服务水平

杭州：公布 8 家合法动物保护类社会组织名单
� � 11 月 20 日，杭州市民政局
在其官方微信发布该市经依法
登记注册的 8 家动物保护类社
会组织名单。

杭州民政方面表示， 近期，
社会上出现一些未经登记的组
织， 擅自以保护动物的名义，借
助社交平台发表了部分不当言
论，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对

此，杭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杭
州市民政局内设下属机构)对该
市社会组织进行了排查核对。

经查，目前在杭州依法登记
注册的 8 家动物保护类社会组
织分别是：杭州市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杭州市小动物诊疗行业协
会、杭州市萧山区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 淳安县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 杭州市消防搜救犬协会、杭
州市富阳区犬类管理协会、杭州
市犬业管理协会、杭州市犬业运
动协会。

杭州民政发布称，市民可通
过杭州市社会组织网站查询社
会组织相关信息，对未经登记注
册的社会组织发表的言论，不轻
信、不传播。 （据中国新闻网）

� � 近日，安徽省民政厅印发通
知，要求各级登记管理机关主动
顺应互联网的潮流， 拥抱互联
网、运用互联网、开拓互联网，推
动社会组织工作由“线下”到“线
下”与“线上”相结合，并就“安徽
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 ”（2.0
版）切换、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和
宣传推广“中国社会组织动态”
政务微信等工作提出要求。

为适应“互联网+政务服
务” 和社会组织信息共用共享
要求，按照立足当下、适度超前
的原则，于 2017 年启动了“安
徽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升
级改造项目， 经过近 1 年的调
研论证、项目建设和试运行，2.0
版系统于 2018 年 8 月正式上
线， 实现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的“一减两增”。

在方便群众办事方面，实现
社会组织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
办和“最多跑一次”，累计精简整
合审批材料 77 项，并在“安徽社

会组织信息网”增加“全省社会
组织信用信息公示”板块，方便
公查询全省社会组织名称、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类型、状态、等级
评估和奖惩情况等信息。

在提升社会组织数据质量
方面，专门开设“社会组织信息
核准”功能，要求各级对照纸质
档案， 对存量社会组织的基本
回传字段项进行核准， 并印发
通报加强指导督促， 目前已经
切换系统的地市平均核准率超
过 40%。

在强化信息共享方面，修订
完善社会组织各项业务表单，引
入“法人库”概念，通过与统一代
码系统的接口对接， 实现 47 个
字段项的实时回传。 同时，推进
与公安部门人口库和省高院失
信被执行人库的互联互通，方便
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
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背景审
查，把好准入关口。

（据安徽省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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