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已召开常务理事会，撤销了“领
导科学专业委员会”，叫停了相关违规评选活动，并对分支机构设立
和业务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整顿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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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不得借庆祝建党 100周年活动
违规开展评选评奖
社会组织要严格按照宗

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
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达标
表彰活动，特别是不得借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活动违
规开展评选评奖。

3 月 25 日，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就相关社会组织违规开
展评选活动发布通报 ， 通报强
调 ， 对借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活动违规开展评选评奖
的行为，一律从严从重查处。

借建党百年之机违规开展
评选评奖活动

通报显示，近日，民政部社
会组织管理局接到有关部门转
来线索，反映中国国际报告文学
研究会领导科学专业委员会借
建党百年之机违规开展评选评
奖活动。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核
查后发现，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
究会于 2018 年 11 月超出章程规
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违规设立
分支机构“领导科学专业委员
会”。“领导科学专业委员会”于
2020 年 11 月违规开展“大美至
美 中国好人” 慈善公益普陀山
峰会活动，并向有关企业和个人
颁发“最具爱心团体”、先进个人
等荣誉证书;于 2021 年 1 月违规
在其网站上发布“激荡百年，领
航中国， 党的优秀儿女功臣谱”
征稿活动，并拟对收录人物进行
相关表彰。

目前，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
究会已召开常务理事会，撤销了
“领导科学专业委员会”，叫停了
相关违规评选活动，并对分支机
构设立和业务活动开展情况进
行全面整顿。

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需
按流程审批

为什么说中国国际报告文
学研究会开展的“大美至美 中
国好人”慈善公益普陀山峰会活
动、“激荡百年，领航中国，党的
优秀儿女功臣谱”征稿活动是违
规开展呢？

根据《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社
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应当按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工作程
序后，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审查
事项应当包括：项目名称、理由依
据、评选范围、评选数量、奖项设
置、评选条件、评选程序、奖励办
法、活动周期和经费来源等。

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
作为全国性社会组织，开展评比
达标表彰活动，要由业务主管单
位按归口分别请示党中央、国务
院。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
小组征求民政部意见并进行审
核后，按程序报请党中央、国务
院审定，待批准后由民政部向社
会公布审批结果。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
调小组每年原则上对全国性社
会组织申报的评比达标表彰项

目进行一次集中审核。
不在《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

留项目目录》中，没有经过审核
就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属于
违规操作。

违规开展将受到行政处罚

根据《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的规定，
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有违法违规情形的，以及社会
组织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
责令停止，并可视其情节给予行
政处罚。

具体会受到什么样的行政
处罚呢？《关于中国国际报告文
学研究会违规开展评选活动的
通报》明确，下一步，民政部将结
合进一步核查情况及该会整改
进展，依法依规在年检、评估、行
政执法等工作中对中国国际报
告文学研究会的违规行为作出
严肃处理。

3 月 24 日，民政部对违规开
展“2020 年中国大件物流风云
榜”评选活动的中国水利电力物
资流通协会进行了通报。

2018 年、2019 年连续违规举
办两届“天工精制”国际时尚珠
宝设计大赛的中国珠宝玉石首
饰行业协会，于近日被民政部处
以警告的行政处罚， 同时依据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的规定，被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
常名录。

一律从严从重查处

尽管《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已经有了
明确的规定， 但一些社会组织仍
在分支机构设立、 评比达标表彰
活动上，屡屡犯规、屡教不改，法
纪、规矩意识淡漠，以为机构想怎
么设就怎么设， 活动想怎么办就
怎么办， 认为分支机构的活动与
社团无关， 对分支机构的情况一
问三不知，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在相
关通报中强调，各社会组织应当引
以为戒，切实增强法纪意识，规范
设立分支机构行为，不得超出章程
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设立分支
机构，所设立的分支机构应当与管

理服务能力相适应，切实加强分支
机构活动的管理;要严格按照宗旨
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未经批准不
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特别是
不得借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活动违规开展评选评奖。

下一步，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将持续对社会组织违规设立
分支机构、 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
彰等行为进行严格查处， 特别是
对借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活动违规开展评选评奖的行
为，一律从严从重查处;对目无法
纪、有禁不止、屡教不改的社会组
织，除对其依法进行处罚外，还要
向社会公开通报，进一步扩大社会
监督，不断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
发展，为营造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良好社会环境作贡献。

前不久， 在海南三沙永兴岛，
160只海龟在人们的帮助下，迫不
及待地重新投入大海的怀抱。

这些苦命的海龟曾落入不法
分子之手，泡在窄小的盆里等待被
买卖，饱受折磨。 它们从命悬一线
的危险境地中被解救出来，并且返
回家园，离不开检察机关为保护这
些野生动物开展的公益诉讼探索，
让犯罪分子承担刑责的同时，也为
修复自然生态付出相应代价。办案
的同时，检察机关开创了“诉放分
离”模式，固定相关证据后，及时协
调农业农村等部门同步开展海龟
救护和放归。

积极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
益诉讼，在“守护海洋”专项监督
中查找问题线索，推动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 紧盯网络直播带
货、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等群众关
心的领域……从 2015 年试点到
2017 年 7 月全面实施，再到如今
覆盖经济社会越来越多领域，检
察公益诉讼充分彰显公益司法
保护“中国方案”的制度优势和
蓬勃活力。

最高检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 151260 件，推动解决了
居民小区电动车“飞线充电”、网
络餐饮平台强制“二选一”、部分
企业违规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等突出问题。

近日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完善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探索建立
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
偿制度。“未来在更多领域和更大
范围开展公益诉讼，有利于推进法
治中国、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
设，也有利于督促和推动相关部门
依法行政，更好保障公共利益。 ”湖
南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袁友方说。

未来几年，检察公益诉讼将
怎样发力？“要规范拓展公益诉
讼范围，在增进理论共识和完善
立法上下功夫，推动公益诉讼检
察制度创新发展。 ”最高人民检
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说，
检察机关将积极稳妥办理公共
安全、安全生产、公共卫生、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 生物安全、个
人信息保护、 特殊群体权益保
护、扶贫、质量安全、反不正当竞
争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好地

方人大立法、专项决定等支持探
索的新领域案件。

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检察
公益诉讼更好保护公共利益的
指向更加清晰。 据介绍，围绕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检察机关将
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
要湖泊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公益
诉讼；围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
项整治、 长江十年禁渔计划等，
检察机关将加强与行政机关全
国性专项整治协同。 同时，检察
机关将持续做好海洋公益诉讼
工作，主动融入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深入开展为期三年的“公益
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
动，做深、做细、做透生态环境和
食品安全领域的案件。

一些基层检察院的公益诉
讼实践表明，拓展公益诉讼的视
野，延伸办案监督的触角，才能
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江
苏无锡检察机关探索将医疗欺
诈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案
件纳入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新领
域范围，保护受害者利益；湖北
红安检察机关干警在走访中发
现了当地一处革命烈士纪念碑

保护不力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
门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整改到
位。 还有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把
种子质量、农田建设等纳入公益
诉讼范围，保障农业安全。

在对辖区内高铁沿线进行
全程实地排查取证后，天津市武
清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
的检察官们，对沿线存在的生态
和安全等方面问题有了直观认
识，并依据获取的证据向铁路管
理部门提出了相关检察建议。
“铁路安全无小事， 我们主动探
索拓展公益诉讼监督范围，推动
相关问题及时整改，就是要发挥
公益诉讼的优势，把问题隐患消
灭在萌芽阶段。 ”武清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任庆明说。

提升公益诉讼效果，还需要
更大范围凝聚公益保护合力。 据
悉，检察机关将建立基层联系点
制度，推动建设公益诉讼专家咨
询网、全国检察公益诉讼志愿者
平台，完善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
信息共享机制，推进与社会公益
组织的交流与办案协作。

在公益诉讼理论体系建设
方面，胡卫列表示，最高检将推

动和配合立法机关做好检察公
益诉讼专门立法研究、有关单行
法增加公益诉讼条款等工作；加
强与最高法的沟通，推进司法解
释的修改完善；深化食品药品安
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新技术、新领域、新问题，给
未来公益诉讼带来了不少可预
见的困难和挑战。 对此，最高检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现有的建
设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运
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取证等基础
上，让大数据等工具为更好开展
公益诉讼服务。

“在未来的公益诉讼实践中，
期待检察机关建立更敏锐、更全面
的问题线索发现机制， 在跟踪、督
促、评估、验收、责任追究等环节加
强制度设计和落实，让公益诉讼发
挥更大效能。 ”袁友方说。

“我们将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新
形势、国家治理新要求和人民群众
新期待，持续保持办案力度，提高
治理效能，拓展监督领域，完善制
度体系，强化队伍素能，推动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胡卫
列说。 （据新华社）

更大范围、更多领域 检察公益诉讼将这样保障公共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