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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章程中要明确载入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相关表述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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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地民政部门应当自本
《通知》下发之日起，及时要求本
级登记的社会团体、 基金会、社
会服务机构在章程中明确载入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相关表述，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在章程
核准时应当加强审查。 ”

5 月 20 日，民政部对外公布
了《关于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
作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有关要
求的通知》。《通知》对“将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的要求载入有关社
会组织的章程”相关事项进行了
明确。

2019 年 1 月 31 日， 中共中
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要将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的要求载入有关社会组织的
章程。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
应当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及时
要求本级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
会、社会服务机构在章程中明确
载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相关

表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在
章程核准时应当加强审查。

结合 2018 年印发的《民政部
关于在社会组织章程增加党的
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
关内容的通知》要求，具体内容
可以载入社会组织章程总则部
分，统一表述为“本会（基金会、
中心、院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全面领导，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的规定， 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
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此前，已经按照《通知》要求
进行章程修改的社会组织，也应
当按照通知的要求做进一步修
改。 社会组织暂时无法召开相应
会议的，可以先行在章程中载入
上述内容，待相应会议召开时再
予以确认，并按照规定办理章程
核准手续。

《通知》还要求，各地民政部
门应当按照《意见》要求，把坚持
和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
导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各项业
务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和
工作人员应当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以《意见》为指导，继续全面深入
贯彻落实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
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
的意见（试行）》，认真履行民政
部门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的

“督促推动”职责，巩固深化“两
个全覆盖”成果，推进有形覆盖
向有效覆盖转化，全面提升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质量；继续全面深
入贯彻落实好《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
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
有序发展的意见》， 牢牢把握社
会组织改革创新的正确政治方
向， 确保改革工作有序推进，改
革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持续有效
做好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
动员引导、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
费的清理规范、社会组织重大风
险防范化解和论坛研讨活动的
规范管理工作。

各地民政部门应当积极协
同配合有关部门支持引领、督促

检查社会组织党组织及党员切
实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 要认真按照《中国共产党重
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要求，及
时请示和报告社会组织工作中
的重大事项。

各地民政部门要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主体主责意识，切实
抓好《意见》有关要求的组织实

施工作。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
要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入章”工
作，建立党建工作与登记、年检、
评估“三同步”机制。 省级民政部
门要负责抓好本辖区内民政部
门贯彻落实《意见》情况的指导
督查工作，及时掌握工作中的新
情况新问题，注重总结新做法新
经验。

� � 近日， 民政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在脱贫攻坚中做好“福康
工程” 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民政部自 2019 年
起继续实施“福康工程”项目，
并将该项目由部本级项目调整
为补助地方项目， 项目指导单
位为民政部。

“福康工程”项目内容是，
补助深度贫困地区（含深度贫
困村） 省级民政部门为有意愿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家庭
和特困人员中的残疾人配置假
肢、矫形器及轮椅、拐杖、助行
器、护理床等康复辅助器具，从
中筛选具有手术适应症的肢体
（脊柱除外）畸形患者进行手术
矫治，并进行康复训练。

“福康工程”项目由定点医
疗机构、 定点假肢矫形器配置
机构具体实施。 定点医疗机构
主要负责受助对象的诊疗、手
术、康复等工作，须符合相应医
疗机构等级、 专业科室设置、医
师队伍、医疗安全等条件。 定点
假肢矫形器配置机构主要负责
为受助对象提供假肢矫形器配
置服务， 须符合有关假肢矫形
器、医疗器械法律法规和标准的
规定，具有相应专业技术人员和
技能人员等条件，近 3年内未发
生重大事故。省级民政部门应以
前述标准为基础条件，结合本地
区实际， 制定更具体细致的标
准，按决策程序公开遴选定点医
疗机构和定点假肢矫形器配置
机构，并主动向社会公布。

“福康工程”项目组织实施
流程主要包括个人申请、 审核

确定、对象筛查、服务提供、核
实结算五个环节。 残疾人先向
户籍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提交
书面申请。 申请材料经由县级
民政部门会同相关单位审核
后， 由市级民政部门审核汇总
报送省级民政部门确定。 省级
民政部门委托相关机构分别对
审核确定的残疾人开展手术、
假肢矫形器配置和其他康复辅
助器具需求筛查，筛查机构填写
登记表后及时汇总报送省级民
政部门。 在服务提供环节，省级
民政部门要与定点医疗机构、定
点假肢矫形器配置机构以及其
他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供应单位
签订服务协议， 明确服务要求，
建立跟踪回访制度。在核实结算
环节，定点医疗机构、定点假肢
矫形器配置机构填写“福康工
程”资助表，并附医疗或配置记
录、费用票据、接受手术和假肢
矫形器配置前后对比照片等材
料提交省级民政部门， 由省级
民政部门核实结算并存档。

“福康工程”项目资金为民
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 以及省
级民政部门根据“福康工程”项
目实际需要安排的本级彩票公
益金。 项目资金使用范围为：受
助对象医疗费，包括筛查费、诊
疗费、手术费、康复费、药品费、
住院服务费等； 受助对象假肢
矫形器配置费；轮椅、拐杖、助
行器、 护理床等其他康复辅助
器具产品配置费。 其中医疗费、
康复辅助器具配置费应根据相
关发票扣减已经报销的部分后
据实结算， 但不得超过资助标

准。“福康工程”项目资金要实
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省级民
政部门要根据每年民政部下达
的“福康工程”项目资金，制定
本地区“福康工程”项目年度计
划，并按进度认真执行。 项目年
度计划实施过程中有调整的，
应及时向民政部报告。 确因客
观因素当年未使用完的“福康
工程”项目资金，经财政部门同
意后可结转下一年度使用。 因
实际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导致需
要调整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
下达额度的， 省级民政部门应
及时报告民政部。

省级民政部门要按照彩票
公益金使用管理有关规定，加
强对“福康工程”项目的监督管
理。 要对本地区“福康工程”项
目实施情况认真开展督导和检
查， 对本地区项目执行情况和
资金使用状况负责。 每年要按
照不低于受助对象人数 30%的
比例， 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
抽查评估， 并将评估结果作为
确定和调整定点医疗机构、定
点假肢矫形器配置机构和其他
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供应单位的
重要依据，以及衡量相关单位和
地区年度工作绩效的重要内容。
要按照《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
管理信息公开办法》要求，推进

“福康工程” 项目实施全过程信
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对
于“福康工程”项目实施中的违
法违规行为，要依照《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民政部彩
票公益金项目督查办法》等有关
规定进行处理。 （王勇）

“福康工程”由部本级项目调整为补助地方项目 动态

� � 5月 23日，上海市民政局、市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联合发布《关
于发挥本市社区治理和社会组织
作用助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
导意见》， 明确将从购买服务、培
育发展、 行业引导三方面为社会
组织参与垃圾分类创造条件。

《意见》要求，鼓励支持社会
组织规范有序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 将从开展教育宣传、组
织项目实施、 参与科技研发、促
进公众参与四方面，明确社会组
织参与垃圾分类的重点领域。

《意见》明确，鼓励相关单位
和个人发起成立开展垃圾分类
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要畅
通登记渠道， 加强支持引导，对
与垃圾分类相关的联合性社会
团体、民办科研机构、基金会探
索切实可行的路径，积极破解登
记中的难点问题；全市各相关职
能部门、各区、街道（乡镇）要把
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纳入政
府购买服务内容，鼓励签订跨年
度购买服务合同，做好项目绩效
评估。 （据新华网）

广东：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42 家

� � 今年 1 至 4 月份广东全省各
地共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42
家，其中社团 34 家，民非 8 家；已
处置非法社会组织 39 家， 其中
引导登记 5 家，取缔 2 家，劝散
20 家，自行解散 6 家，移送公安
机关 4 家、移送其他部门 2 家。

至 4 月底， 广东全省各地级
以上市均下发了 2019 年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
河源、 肇庆还召开了专项会议进

行部署， 整体工作进展较好的有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河源、江
门、阳江、肇庆等市。 广州市多方
深挖线索， 坚决打击整治各类非
法社会组织，共发现、处置非法社
会组织 9 家。 深圳市扩大信息收
集触角、 畅通电子举报渠道。 梅
州、中山、茂名、清远市及时发现
非法社会组织并对其进行引导登
记、劝散、取缔、移送等处理。

（据大洋网）

成都：召开社会组织认证审核研讨会
� � 近日，由中共成都市武侯区
委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成都市
武侯区民政局指导，通标标准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SGS）、成都市
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成都责仁
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中心联合主
办的 SGS 社会组织认证审核研

讨会在成都召开。 成都市武侯社
区发展基金会、成都责仁社会组
织发展促进中心分别与通标标
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希望通过社会
组织对标的认证审核，带动公益
领域持续健康发展。 （据美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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