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志愿者协会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咋一听很多人都
会疑惑，这是真的吗？

确实是真的，2 月 18 日， 民政部公布 2021 年第一批涉嫌
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其中就有中国志愿者协会，此外还有中国
美学研究会、中国区块链委员会、中非文化友谊协会、中国爱国
文艺家协会、中国文化建设委员会、国际华人艺术协会、中国党
史研究会、中华余氏宗亲联合会、中国复合型人才培养协会等
9 家。

与此同时，在稍早的 2 月 10 日，北京市民政局发布取缔公
告，对‘中国艺术发展研究会’‘中国传统艺术交流协会’‘建党
伟业文艺奖组委会’‘中国文艺名家研究会’‘中华国学艺术传
承奖评委会’和‘共和国传世名家终身成就奖评委会’等 19 家
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非法社会
组织予以集中取缔。

■ 本报记者 王勇

那么什么是非法社会组织，
为什么要取缔他们呢？

2018 年，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负责人就治理非法社会组
织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非法社
会组织是指未经民政部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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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负责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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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此次取缔的非法社会
组织很多就存在上述问题。

经查，19 家非法社会组织伪
造印发国家级社会组织红头文
件并加盖伪造印章，以举办全国
性评选活动为名，授予个人文化
艺术方面的荣誉称号和奖项，颁
发荣誉证书以及价值数千元的
奖杯、奖品，再由获奖者支付部
分费用进行诈骗敛财。 如授予

“中国文学艺术界红船精神奖”
“共和国十大传世名家奖”“国家
殿堂级文艺大师”“世界和平文
化传播大使”“中国国学艺术传
承奖”“国家抗疫宣传大使”和
“建党伟业文艺贡献人物” 等荣
誉称号。

非法社会组织自称办公地
址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八里
庄一带。 经执法人员现场调查，
文件中所留地址均为邮政信报
箱或虚假地址，现场没有实际办
公场所和办公人员，所留电话也
都无人接听。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这 19 家非法社会组织未
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或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
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规定，市民政局依
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和《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
办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取缔。

除了这些被取缔的非法社
会组织之外，社会上仍然还存在
着其他的非法社会组织，如何去
分辨他们呢？

据北京市民政局执法人员
归纳总结， 这 19 家非法社会组
织有五个特点：

一是在冠名上具有迷惑性，
通过“中国”“中华”“世界”“国
际”等吸睛词汇，让老百姓真假
难辨；二是在业务范围上“蹭热
点”，涉及传统文化、民族文化、
国学等领域， 吸引社会关注；三
是在具体运行上狐假虎威，招摇
撞骗，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对外
发布通知并加盖印章，以此迷惑
老百姓；四是在宣传手段上具有

广泛性和针对性，采用向文学艺
术界有一定声望的人士定向邮
寄虚假评奖证书等方式骗钱敛
财；五是在行动轨迹上具有隐蔽
性，无办公场所、无办公人员、无
有效联络方式， 主办者从不露
面，仅通过网络和邮政信箱邮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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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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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很多人在听到“中国志
愿者协会”时就很容易以为是真
的———因为和中华志愿者协会
只差了一个字，而后者才是真的
社会组织。

除了根据以上特征去分辨
以外，民政部还提供了官方验证
渠道。

在与社会组织合作或有经济
往来时， 登录中国社会组织公共

服务平台或者“中国社会组织动
态”微信公众号即可验证其身份。

民政部于日前启用的新版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
平台集成了全新的社会组织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社会组织政策
法规库，方便公众办事查询。

公众通过该平台可查询社
会组织基础信息、 行政许可信
息、年检（年报）信息、评估信息、
表彰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失信
信息以及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
单，并可进行在线投诉举报。

据平台显示， 截至目前，各
级民政部门共登记社会组织超
过 90 万个， 其中全国性社会组
织 2292 个。

例如，以志愿者为关键词查
询，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织有
4 家，分别是：中国助残志愿者协
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中华
志愿者协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
会。 并没有中国志愿者协会。

以党史为关键词查询，在民
政部登记的社会组织有 3 家，分
别是：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会、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中国中
共党史学会。 并没有看起来很像
真组织的中国党史研究会。

以区块链为关键词查询，没
有查询到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
组织，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并没有
中国区块链委员会这样的国字
头区块链社会组织。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是
一项复杂性、长期性工作。 近年
来，民政部门持续开展打击整治
非法社会组织工作，依法处置了
大批非法社会组织。 但是，一些
组织和人员仍然罔顾法律红线，
继续违法开展活动。 如果发现涉
嫌非法社会组织的活动线索，可
以登录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
平台“投诉举报”栏目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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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非法社会组织，民政部门在行动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民政部
日前公布了今年首批涉嫌非法
社会组织名单， 其中多家打着
“国字头”旗号，具有较强的欺
骗性。记者专访民政部，2021 年
首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有哪些
共性？ 非法社会组织为何屡禁
不绝，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将如何加大打击力度？ 公众在
参与社会组织活动时， 又如何
辨别李逵还是李鬼？

“中国区块链委员会秘书长
阐述中国区块链委员会及 2020
中国区块链年鉴概述……”这是
所谓的“中国区块链委员会”此
前召开的理事会。

在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今年公布的首批涉嫌非法社会
组织名单中，包括“中国区块链
委员会”“中国志愿者协会”“中

国爱国文艺家协会”等。 民政部
社会组织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刘
宁宁表示：在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中，“碰瓷正规军” 现象较为常
见，用耳熟能详的名字骗取公众
信任，开展社会活动。“这些组织
基本上都是打着‘中国’‘中华’

‘国际’ 这些字样， 拉大旗做虎
皮。这些组织的名称与我们合法
登记的社会组织往往就仅有一
字之差，让人难辨真假。 比如中
国志愿者协会，与民政部合法登
记的‘中华志愿者协会’，‘中国’

‘中华’就仅仅一字之差，就是合
法和非法的区别。 ”

不仅如此，非法社会组织的
隐蔽性强，活动成本低。 刘宁宁
介绍，非法社会组织“打一枪换
一个地”已成为常态，基本没有
固定的办公场所，没有有效的联
系方式。骗钱敛财是非法社会组

织的根本目的。刘宁宁表示：“它
公布的地址往往是一个国家机
关的地址，社会公众网上一查是
某某部委，就相信了，他们在开
展活动的时候，往往又用一个公
司的账号来骗钱敛财，让公众把
钱打到这个公司的账号上，它就
打着国字头社会组织的名称，来
用一个注册的公司实际收取费
用，就是这种运作方式。 ”

事实上，2018 年，民政部和
公安部联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
项行动，为期 9 个月，民政部依
法处置了非法社会组织超过 1.4
万个。 2019 年后，各级民政部门
将专项行动转化为常态治理，持
续开展打击整治工作。为何非法
社会组织活动仍然屡禁不绝？刘
宁宁透露， 利益驱动是原因之
一，甚至有单位和个人为利益驱

动知假买假。
近年来，民政部对非法社会

组织“零容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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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依法处置
了大批非法社会组织，有效净化
了社会组织发展环境。 未来，民
政部将如何加大对涉嫌非法社
会组织的打击力度？ 刘宁宁表
示，“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继续与公
安机关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
有效发挥监管合力。进一步加大
舆论宣传和通报曝光，充分发挥
社会监督的作用，挤压非法社会
组织的活动空间。完善配套的法
规政策，提高非法社会组织的违
法成本。增加对责任人的处罚力
度，比如信用惩戒，把他加入黑
名单，从法律上提高威慑性。 ”

民政部提醒公众，在参与有
关组织活动前，可通过“中国社
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
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号随时查
询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名单，核
查其合法身份。 刘宁宁表示，各
级民政部门共登记社会组织超
过 90 万个。 如果平台中没有您
要查询的社会组织名称，那么您
在参加相关活动时，就要在心中
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您打个
关键词，不用打全称。比如‘志愿
者’， 它就能出来我们合法登记
的都有哪些。 不管参加什么活
动，只要是涉及到社会组织的协
会、学会、联合会，您都先上我们
网站查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一
定要谨慎，不要参加他们组织的
活动，避免被骗钱敛财，损失无
法弥补。 ”

（据央广网）

如何甄别非法社会组织，认清李逵还是李鬼

公众可以通过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对社会组织进行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