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 1 月 12 日， 民政
部 网 站 发 布 消

息，民政部依法关停第三
批 32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
站 。 加上第一批的 9 家，
第二批的 14 家 ， 截至目
前，民政部已经依法关停
三批共 55 家非法社会组
织网站。

那么 ，什么是非法社
会组织 ，其网站为什么被
关停， 又是怎样关停的 ，
民政部具体是如何打击
这些非法社会组织的呢？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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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依法关停 55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什么是非法社会组织

在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
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
单位三类。 按照法律规定，这三
类社会组织都需要在民政部门
登记注册。

因此，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
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
组织， 以及被撤销登记后继续
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
也包括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
活动的社会组织，都属于非法社
会组织。

非法社会组织的存在造成
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2018 年，民
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人就
治理非法社会组织答记者问时
表示：

多数非法社会组织以圈钱
敛财为主要目的，它们往往以服
务国家战略、 对接资金项目、颁
发奖状证书等方式收取费用，给
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
众造成了不少经济损失，影响了
市场秩序。

不少非法社会组织采取类
似合法社会组织的名称开展敛
财活动，影响了社会公众对社会
组织的信任，破坏了社会组织的
健康发展环境，干扰了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的秩序。

不少非法社会组织冒用国
家战略、 冒用党政机关名义，损
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

个别非法社会组织还涉嫌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行为，必须坚决打击。

如何识别非法社会组织

非法社会组织的名称迷惑
性很强，很多非法社会组织在名
称上类似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
的全国性社会组织或者国际性
社会组织，网页宣传上抄袭合法
社会组织的官网内容，使得社会
公众难辨“李逵”或“李鬼”。

从冠名上看， 非法组织往往
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

“联合国”等“高大上”的名头。
从业务范围上看，非法社会

组织善于“蹭热点”、 打“擦边
球”， 往往跟风国家战略， 使用
“一带一路”“军民融合”“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等社会公众关心
的热词。

从组织形式上看，非法社会
组织有的以“协会”“促进会”“联
合会”“基金会”等传统社会组织
的组织形式活动；有的以“委员
会”“发展局”“中心”等类似政府
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活
动；还有的以“联盟”“合作组织”
等新型组织形式活动。

那么，如何识别非法社会组
织呢？

目前，民政部已实现实时归
集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
织信息，截至目前，共登记社会
组织 89 万个。 民政部提醒社会
公众在参与有关组织活动时，注
意核查其合法身份。

社会组织的登记信息可以
通过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
台（www.chinanpo.gov.cn）、中国
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微信
号：chinanpogov）、国家社会组织
法人库小程序在线查询。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为了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2017 年年底至 2018 年初，民
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对非法社会
组织进行了初步摸排，对举报线
索及时梳理，各地陆续取缔非法
社会组织 300 余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民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在前一
段集中摸底排查工作的基础上，
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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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底，专项行动共
查处非法社会组织 5845 个，曝光
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300 多个。

除了专项行动以外，民政部
还采取了以下措施治理非法社
会组织：

一是鼓励社会公众举报非

法社会组织， 及时公开曝光非
法社会组织名单， 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 挤压非法社会组织的
活动空间。

社会公众发现有非法社会
组织活动线索的，可向民政部进
行举报，可登录中国社会组织网
“投诉举报”专栏，在线提交相关
证据材料。

二是加强与公安、工商、网
信等各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 、
协调配合， 进一步加大对非法
社会组织及其直接责任人的打
击力度。

三是对为非法社会组织给
予支持或提供方便的社会组织，
要严厉查处，并将行政处罚结果
与年检、等级评估、信用评价、购
买服务、 税收优惠等事项挂钩，
提高违法成本。

四是积极推动社会组织行
政法规尽快修订出台，细化法律
责任，为打击非法社会组织提供

坚实的法制保障。
五是加强社会组织法治宣

传，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
网络、微信、微博等多种传媒方
式， 大力宣传社会组织法律法
规，不断提高全社会学法、守法
的意识，压缩非法社会组织的活
动空间，为合法社会组织和社会
公众营造清朗的社会环境。

关停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为了配合专项打击行动，
2018 年开始，360 搜索依据民政
部网站公布的社会组织信息设
立“黑白”名单，在搜索结果页和
百科页面上线组织信息 Box 以
及风险提示模块，帮助用户快速
辨别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当用户所搜索社会组织系
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时，360 搜索
会在置顶位置进行风险提示“该
组织未经官方登记，涉嫌为非法

社会组织，谨防上当受骗”，声明
该组织未在民政部门登记，存在
侵害用户权益的风险。

为进一步巩固打击整治非
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成果，铲除
非法社会组织网络活动根基，形
成线上线下治理闭环，营造清朗
网络空间，2019 年开始， 民政部
会同相关部门和企业陆续依法
关停非法社会组织的网站 、微
信、微博、博客等新媒体账号。

2019 年 5 月 7 日，民政部网
站发布消息，民政部门接到群众
举报，发现部分已取缔的非法社
会组织网站仍在运营后，会同相
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中国太
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中国设计
力量、世界韩氏恳亲会、国际货
代联合会、 中华民族文化艺术
院、世界易学风水联合会、中国
客家厨师协会、 中国大大爱心
联盟、中国市值战略研究院等 9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其开办
的微信公众号、 微博账号予以
关停。

2019 年 8 月 29 日， 民政部
网站再次发布消息显示，民政部
会同网信、电信主管部门，在新
浪、腾讯公司支持下，依法关停
第二批 14 家非法社会组织的网
站及其微信、微博、博客等新媒
体账号。

涉及 14 家非法社会组织，包
括：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工作
委员会、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
业联盟、国际体育联盟、世界双
节棍联盟、 中国贵州高校传媒
联盟、中国动物保护公益联盟、
中华古氏文化促进会、 中华慢
性病防治联合会、 中国国学院
大健康研究院、中华爱心联盟、
中国民族风服饰协会、中华关公
文化传播促进会、中华国学智慧
研究院深圳分院、国际瑜伽协会
郑州分院。

2020 年 11 月 12 日，民政部
网站发布了依法关停第三批 32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的消息。 民
政部联合北京市民政局，会同网
信、电信主管部门，联合新浪、腾
讯等互联网企业， 持续发力、重
拳出击，依法关停第三批 32 家非
法社会组织的网站、微信、微博、
博客等新媒体账号，清除有关非
法关联网页信息， 并在百度、360
等搜索引擎加注了预警标识。

涉及中国艺术院、国学文化
艺术中心、 中华清风书画协会、
中国环保清洁行业协会、宇宙摇
篮委员会中国总部等 32 家非法
社会组织。

民政部对非法社会组织“零
容忍”， 下一步将继续保持打击
力度，加强网络巡检与排查，线
下线上同步查处， 坚决挤压非
法社会组织活动空间。 对于性
质恶劣、 屡教不改的非法社会
组织发起人， 还将提请相关部
门依法纳入违法互联网站（主
办者）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