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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社会组织扰乱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秩序，污

染社会组织发展环境， 侵蚀相关
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财产，危
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今年 3
月 20 日以来，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民政部等 18 部委联
合行动，各地民政部门重拳出击，
集中打击整治各类非法社会组
织， 有效净化了社会组织发展环
境， 维护了有关企事业单位和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提
高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和甄别能
力， 挤压非法社会组织的活动空
间，民政部将近期取缔的 10 个非
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公布如下。

一、取缔 “北京相对论研究
联谊会”案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
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
进行活动， 设立 15 个内设机构
和“学术委员会”“青年科学家联
盟”等 38 个分支机构，在全国各
地举办论坛，开展“北相十五大
领域首席科学家”等评奖评选活
动， 并组织制造所谓“永动机”

“虫洞输通机”“意念照相机”“心
灵感应机”等设备。 该非法社会
组织与境外组织共同出版多份
刊物，围绕反相对论等伪科学研
究，发表违背科学常识的“研究
成果”，其中“熟鸡蛋返生”事件
引发网络热议。 2021 年 6 月，北
京市民政局依法对“北京相对论
研究联谊会”及其分支机构予以
取缔。

二、取缔 “中国保健营养理
事会”案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未
经登记， 对外宣称为医疗卫生、
营养保健领域的生产经营和科
研单位， 以及健康领域企业家、
专家学者自愿组成的服务性、学
术性行业团体。该非法社会组织
内设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等，
下设“母婴专业委员会”“中医全
息医学专业委员会”“健康工程
展示中心” 等多个分支机构，通
过参与主办“产业博览会”“产业

大会”等活动，向部分参会人员
颁发培训证书并收取费用。 2021
年 4 月， 北京市民政局依法对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 及其分
支机构予以取缔。

三、取缔 “全国职业院校融
媒体联盟”案

“全国职业院校融媒体联
盟”未经登记，对外宣称为助力
国家融媒体发展战略、推动职业
教育融媒体发展而成立。该非法
社会组织内设理事长、 秘书长、
常务理事等，下设地域性分支机
构“齐鲁职业院校融媒体联盟”，
并在全国范围内吸纳 100 多家
职业教育院校“入盟”，向部分职
业教育院校颁发“常务理事单
位”牌匾。 2019 年以来，先后在
天津、内蒙古、山东等地多次召
开全国性会议并收取会务费。
2021 年 7 月， 天津市民政局依
法对“全国职业院校融媒体联
盟”予以取缔。

四 、取缔 “中国美术高考教
育联盟”案

“中国美术高考教育联盟”
未经登记，自称是全国各地美术
培训学校、美术工作者、美术教
育者以及美术爱好者组成的专
业公益性社团组织。该非法社会
组织制定所谓“章程”， 内设会
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等， 在全国 22 个省份发展理事
单位 47 家， 并相继在河北、浙
江、安徽、福建等地召开 6 次“联
盟峰会”。 2021 年 5 月，河北省
石家庄市民政局依法对“中国美
术高考教育联盟”予以取缔。

五 、取缔 “中国大宗商品发
展研究中心”案

“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中
心”未经登记，对外宣称为国内
知名大宗商品交易机构、国有银
行和财经类高校联合发起成立，
致力于研究、服务大宗商品行业
的第三方平台。该非法社会组织
内设理事会、秘书处、秘书长等，
在微信公众号及有关媒体上发
表宣传文章，在北京、上海等地
多次召开会议、举办论坛，并以

“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中心”
名义到企业开展调研，吸纳多家
大宗商品交易机构成为“会员单
位”。 2021 年 6 月，上海市民政
局依法对“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
究中心”予以取缔。

六、取缔 “上海老房子俱乐
部”案

“上海老房子俱乐部”未经
登记，自称是非营利性的民间俱
乐部，打着所谓“欣赏、探索和研
究海派风格老建筑及相关作品，
扩大海派风格老建筑影响力”的
幌子，为某文化传媒公司开展经
营活动宣传造势。该非法社会组
织制定所谓“章程”， 内设理事
长、副理事长、理事等，通过发展
“会员”收取“会员费”和“注册
费”，还组织“会员”参加讲课讲
座等活动并收取费用。 2021 年 6
月，上海市民政局依法对“上海
老房子俱乐部”予以取缔。

七、取缔 “大国徽商企业家
联合会”案

“大国徽商企业家联合会”
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
进行活动，租借安徽省合肥市某
网红打卡地，公开发布“大国徽
商企业家联合会启动仪式隆重

举行”消息，诱导不明真相的企
业负责人入会，并收取不同等级
的“会费”，增加企业负担，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 2021 年 5 月，安
徽省民政厅联合省公安厅、合肥
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依法对“大国
徽商企业家联合会”予以取缔。

八、取缔 “中国膜结构行业
协会”案

“中国膜结构行业协会”未
经登记，对外宣称为全国各地膜
结构建筑企业和附属单位以及
行业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行业
组织。 该非法社会组织下设“膜
结构工程设计中心”“项目融资
中心”“工程法律顾问中心”等多
个分支机构， 违规刻制公章、开
设网站， 发展 70 余家“会员单
位”并收取“会费”，还向部分“会
员单位”发放膜结构企业等级会
员证书。 2021 年 4 月，湖南省民
政厅联合长沙市民政局、长沙市
公安局天心区分局、天心区黑石
铺街道依法对“中国膜结构行业
协会”予以取缔。

九 、 取缔 “智慧中国联合
会”案

“智慧中国联合会”未经登
记，对外宣称是智能安防、物联

网、云计算等高科技企业的企业
家自发创办的非营利民间社团
组织。 该非法社会组织内设主
席、副主席、执行主席、秘书长
等， 在全国多个省份发展“会
员”，先后在江苏、广东等地召开
理事会、举办论坛，并多次举办
面向安防领域企业的评奖评选
活动。 2021 年 5 月，深圳市民政
局依法对“智慧中国联合会”予
以取缔。

十 、 取缔 “中国红色书画
院”案

“中国红色书画院” 未经登
记，打着“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激发爱国情怀”的幌子，
借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机， 组织汇展全国各地红色书画
爱好者的作品 1000多幅，并开展
相关培训活动， 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 此外，该非法社会组织还设
立了“中国红色书画创作中心”

“中国红色教育培训中心”“中国
红色书画院江西分院”“中国红
色书画院井冈山工作站”等多个
分支机构。2021年 7月，江西省民
政厅联合南昌市民政局依法对

“中国红色书画院”及其分支机构
予以取缔。 （据民政部网站）

婚姻是家庭的纽带，婚姻家
庭和谐事关民生幸福和社会稳
定。 为贯彻实施民法典，进一步
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 民政
部、 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
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传承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

为重点，以创新服务供给方式为
途径，发挥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
作用，不断加强和改进婚姻家庭
辅导教育工作，有效提高群众营
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的能
力，引导建立和维护平等、和睦、
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意见》强调，探索开展婚
前辅导，开发婚前辅导课程，帮
助当事人做好进入婚姻状态的
准备， 努力从源头上减少婚姻
家庭纠纷的产生。 探索将颁证
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

颁证常态化， 通过引导婚姻当
事人宣读结婚誓言、 领取结婚
证， 在庄重神圣的仪式中宣告
婚姻缔结， 让当事人感悟铭记
婚姻家庭蕴含的责任担当。 深
化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离婚辅
导， 探索离婚冷静期内对当事
人开展婚姻危机干预的有效方
法和措施。 要宣传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婚姻家庭文化， 充分发
挥其蕴含的人文精神、 道德规
范和社会教化功能。 推广体现
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组

织举办集体婚礼， 倡导健康文
明、简约适度的婚俗文化。 要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
生根， 引导广大家庭培养爱国
爱家的家国情怀， 建设相亲相
爱的家庭关系， 培育向上向善
的家庭美德， 体现共建共享的
家庭追求， 以家庭和谐促进社
会和谐。

《意见》要求，要加强组织领
导，构建社会多方协同推进的工
作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

量，凝聚推进新时代婚姻家庭辅
导教育工作合力。要统筹考虑群
众基本服务需求和多样化服务
需要，通过公益创投、政策扶持、
经费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途径
引导相关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和专业人才发挥积极
作用。 坚持改革创新，发扬基层
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推动顶层设
计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以制度建设带动整
体水平的提升。

（据民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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