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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今年拟提请国务院审议
� � 7 月 16 日,民政部对外公布
了《民政部 2019 年立法工作计
划》。 被列入计划的有 2 件法律，
6 件行政法规，3 件部门规章。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被列为 6 件行政法规的第一件。
责任单位是政策法规司、社会组
织管理局。 制定进度描述为“拟
提请国务院审议”。

这不是《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条例》第一次被列入民政部立法
工作计划。《民政部 2018 年立法
工作计划》中就曾提出力争年内
完成《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的制定。

当年（2018 年）， 民政部发
布《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草
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征
求意见。

《草案征求意见稿》引起了
公益慈善行业的极大关注，理论
界、实务界等纷纷以研讨会等多
种方式提出了各自的意见。

意见集中在社会组织的定
义、非营利性、登记门槛、登记权
限、工资福利、执法、党建等多个
领域。

意见征集结束后，并未对外
界公布进一步的进展。 2018 年力
争年内完成《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条例》制定的计划并没有完成。

2019 年 5 月，《国务院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印发。 其中将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列入
拟制定、 修订的行政法规中，由
民政部起草。

在此次发布的《民政部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中，对《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条例》的制定进度描
述为“拟提请国务院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的规定：

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
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 组织、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
意见。 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

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从某种程度上说，2018 年民

政部已经按照这一规定进行了
意见征集。

《立法法》同时规定：
行政法规起草工作完成后，

起草单位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
各方面对草案主要问题的不同
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送国务院
法制机构进行审查。

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向国
务院提出审查报告和草案修改
稿，审查报告应当对草案主要问
题作出说明。

行政法规的决定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的有关规定办理。

《民政部 2019 年立法工作计
划》提出 2019 年将《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条例》“拟提请国务院审
议”，说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
例》 的制定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一旦审议通过并由总理签发，即

可正式施行。
在这一过程中，此前草案中

的相关条款会不会作进一步修
改还有待观察。

此外，《民政部 2019 年立

法工作计划》 中与公益慈善行
业相关的还有《养老机构管理
办法》 的修订、《志愿服务记录
与证明出具办法》 的制定等值
得关注。

伴随着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
展历程， 湖南社会组织蓬勃发
展，与改革共成长，与开放同进
步。 目前，湖南全省共有社会组
织 3.5 万多家，呈现出门类齐全、
层次多样、结构合理、覆盖广泛、
数量质量并重的良好发展态势，
涉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
育、慈善等各个领域，与湖南经
济发展、社会建设、科技创新相
适应，成为推动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党建引领中当好“指导员”

2018 年，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成效斐然。 先后出台了《综合党
委工作规则》《综合党委委员职
责分工及工作职责》《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 等文件。
探索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三结
合”的新模式：党建与业务相结
合，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社
会组织党建“三同步”，即登记同
步、评估同步、年检同步，实现党
建与业务“两促进、两发展”；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建立党建信息
化服务平台，线上开展党课、党员
学习教育等管理活动， 线下采取
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
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的指导；抓试
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 通过抓党
建示范阵地的标准化、 规范化建
设，以点带面，推动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提档升级。目前，综合党委所
属社会组织已建立党组织 261
个， 率先建立了党建指导员工作
站，选派党建指导员 25 名，建成
18 个高标准党建示范阵地，提高
了社会组织党建质量和“两个”
覆盖。 2018 年 9 月，民政部在青

岛召开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经验
交流会，综合党委书记余跃介绍
了湖南社会组织党建经验。

在规范管理中当好“监督员”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依法加强对各类社会
组织的监管，推动社会组织规范
自律。 ”登记权限下放，登记程序
简化，四类社会组织实施直接登
记、行业协会商会脱钩。 如何破
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2018 年，省
社会组织管理局坚持从“重登记
轻管理”向“登记与管理并重”转
变，扎实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
组织专项行动，强化了社会组织
监督管理。

2018 年 3 月 28 日，民政部、
公安部联合召开打击整治非法
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部署工作视
频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湖南省民政厅唐白玉厅长第一时
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及时
与省公安厅进行工作对接， 成立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制订《实施方
案》，召开推进会，开展专项行动
督察。 各级民政部门联合公安机
关重点对“中华文化促进会王氏
历史文化研究会”“中国医药卫生
管理大学联盟”“全国医药院校卓
越营销师培养联盟”“商务部移动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中国中小企
业双创联盟” 等国字号非法社会
组织线索，及时进行查处。全省共
查处非法社会组织 288 家，社会
组织生态有效净化。

从“重登记轻管理”向“登记
与管理并重”转变，给社会组织

创造更好的环境。 采取集中年检
和分散年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年度检查，有效提高了社会组织
年检率，全省社会组织参检率达
到 95.3%，合格率达 92.7%。 委托
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 24 家社会
组织等级评估， 评出 5A 级社会
组织 12 家、4A 级社会组织 5 家，
3A 级 7 家。强化社会组织信用建
设，全省共有 201 家社会组织列
入异常活动名单，273 家社会组
织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加强
社会组织名称管理， 对 93 家社
会组织的名称进行规范。 严格按
照“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规
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2018
年 12 月， 国家社管局副局长廖
鸿率 5 部委联合工作组检查了
湖南省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况，
给予充分肯定。 湖南省保险行业
协会秘书长张在新在行业协会商
会脱钩座谈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我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改革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作
为社会组织的成员，我认为，今年
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加大社会组织
的监督管理和执法监察， 优化社
会组织发展环境， 有效保证了社
会组织在脱钩后更好地转型。 ”

在培育扶持中当好“服务员”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
要求：“要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激
发社会组织活力。 ”如何解决社
会组织登记机关服务能力与快
速发展的社会组织需求不适应
的问题，如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和引导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问
题，成为湖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亟待解决的难题。 2018 年初，在

全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座
谈上，省社管局提出：推动社会
组织登记机关服务转型，就要提
高办事效率和质量，让群众少跑
路。 深化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就
要加大对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
度，不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一
站式服务，让群众少跑路。

2018 年，湖南省社会组织登
记服务大厅不断优化办事环境，
为服务对象提供了资料打印、复
印、电子文件上传、茶水等免费
服务，设立了党员示范岗，在醒
目位置张贴了文明公约、设立了
举报平台、意见箱。 梳理制作了
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换届
等事项示范文本， 建立了 QQ
群、 微信群及公众号等服务方
式，减少服务对象来现场办事的
次数。 目前，登记、年检、变更、备
案等基本实现了服务大厅“一站
式”办结。 一年来，累计接待群众
6000 多人次， 办理业务 2000 多
件， 按时办结率始终保持在
100%，群众满意度保持在 100%

“让群众少跑路”就要“让信
息多跑路”。 2018 年，湖南省社管
局在全省持续强化“互联网+社
会组织”的工作理念，积极运用
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
登记管理工作。 依托“民政厅社
会组织管理平台”大力推进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信息化，完善社会
组织法人库，基本实现登记管理
网上申请、线上审核、行政审批。
全省新成立、变更、注销登记的
社会组织全部实现线上办理。 截
至 12 月，系统已完成 36861 条社
会组织信息录入，1913 个社会组
织通过系统平台完成了成立登
记，2577 家社会组织通过系统平

台完成了变更登记，571 家社会
组织通过系统平台完成了注销
登记

扶持才能发展，培育才会壮
大。 2018 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持
续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
落实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性社
会组织税前扣除政策，鼓励社会
组织参与公益事业服务，让社会
组织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支持。 12
家社会组织获得中央福彩公益
金 600 万元项目支持，29 家社会
组织获得省福彩公益金 400 万
元项目支持。 湖南省财政安排
3000 万元专项经费，支持全省社
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 目前，全
省基本形成以省级孵化基地为
龙头、 市级孵化基地为骨干、县
级孵化基地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培育孵化网络。 重点培育孵化了
养老、社工、助孤、助残、助学、帮
扶重症患者、志愿服务、保护环
境、关爱新市民子女、促进青少
年发展等领域的社会组织。

一年来，湖南全省孵化基地
共培育孵化社会组织 2145 家，举
办社会组织大讲堂 539 期，通过
孵化基地平台，为 1 万多家社会
组织提供了多种形式服务。 孵化
基地建设多次得到部、省领导和
兄弟省市的肯定。 2018 年 11 月
29 日，河南省民政厅副厅长张自
银在株洲市荷塘区社会组织孵
化基地调研时说：“政府搭建了
孵化培育、能力提升、项目支持、
成果展示、信息服务等功能为一
体的公共服务平台，是对草根组
织初创期的大力帮助，充分体现
了湖南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激
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决心。 ”

（据《中国社会组织》，有删节）

湖南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综述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