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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

从“多不多”“快不快”向“稳不稳”“好不
好”转变，意味着什么？

从预期指标
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
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协同推动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和工作机
制更加完善，社会组织党的组织
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 党建引
领、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
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中国
特色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更加健
全；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
治的社会组织制度更加完善；结
构合理、功能完善、竞争有序、诚
信自律、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发
展格局更加定型。

如果说主要目标的描述是
一种定性描述，同时列出的相关
发展预期指标则更加清晰、更加
容易衡量：

到 2025 年， 在社会组织登
记数量严格保持合理规模基础
上，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量
达到 1250 万人， 社会组织固定
资产达到 5900 亿元 ， 获得 3A
（含）以上评估等级的全国性、省
本级登记的社会组织占其登记
社会组织比例达到 25%，法人治
理结构健全、无不良信用信息记
录的社会组织占全部社会组织
比例超过 80%，社会组织发展质
量得到明显改善与提升。

《规划》在对十三五时期社
会组织发展成绩进行描述时明
确指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社
会组织固定资产 4785.5 亿元，吸
纳就业 1061.8 万人。

以 90 万家社会组织计算，
平均每家社会组织吸纳就业
11.80 人。 从 1061.8 万人就业到
1250 万专职工作人员， 增长
188.2 万人。 在保持现有社会组
织就业人数的前提下，188.2 万人
除以 11.80 人的平均就业， 可以
得出约 16 万家社会组织的结
论，平均到每年约增加 3 万家。

从固定资产的角度来看，
4785.5 亿元，以 90 万家社会组织
计算，平均每家社会组织为 53.17
万元。 从 4785.5 亿元到 5900 亿
元，增长 1114.5 亿元。 在保持现
有社会组织固定资产的前提下，
1114.5 亿元除以 53.17 万元的平
均值， 可以得出约 21 万家社会
组织的结论，平均到每年约增加
4 万家。

从这些数字对比中可以比
较清晰地理解“社会组织登记数

量严格保持合理规模”。 再结合
3A（含)以上评估等级、法人治理
结构健全、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
等方面的指标，也就能理解“从
多不多、快不快向稳不稳、好不
好转变，从注重数量增长、规模
扩张向能力提升、 作用发挥转
型”所蕴含的要求。

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
进一步完善

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转变
呢？《“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
划》提出，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
展， 要完善党领导社会组织制
度。《规划》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
明确。

《规划》提出的四项基本原
则中有两项与此直接相关：

坚持党建引领，保证发展方
向。 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
导，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健
全完善党建工作机制，有效实现
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将
党建工作融入社会组织运行和
发展全过程，确保社会组织正确
发展方向。

坚持政治属性，履行法定职
责。 强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
的政治机关属性，既履行法定职
责，更突出政治功能。 健全完善
内部治理和活动管理，坚定不移
引领社会组织走好中国特色发
展之路， 引导社会组织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

在具体措施上，《规划》强
调，要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
党的工作全覆盖。

首先，要在社会组织登记管
理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党建工作
要求，在社会组织章程中载明党
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健全完善党建工作、业务工作融
合发展机制。

其次，要严格落实登记时同
步采集党员信息、年检年报时同
步检查报告党建工作、评估时同
步将党建工作纳入重要指标的

“三同步”要求。
再次，要加大社会组织党组

织组建力度， 做好发展党员工
作，健全党组织有效参与决策管
理的工作机制。

此外，《规划》还提出，要深
化社会组织人才资源开发，建立
健全社会组织负责人能力提升
制度，重点提升社会组织负责人
政治能力和专业素养。

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政
治过硬、作用明显、贡献突出的
社会组织进行表彰奖励。

支持鼓励方向进一步明确

《规划》强调，要统筹积极引
导发展和严格依法管理。 那么，
积极引导发展的是什么样的社
会组织呢？

首先，是慈善组织。《规划》
提出， 要提高慈善组织在社会
组织中的占比。 提升慈善组织
透明度。

其次，是服务大局的社会组
织。《规划》提出，引导和支持各
级各类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助力解决
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和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具体包括：

支持全国性社会组织重点
围绕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 、创新
驱动发展 、乡村振兴 、区域协调
发展 、可持续发展 、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等国家战略提供专业
服务。

支持区域性和省级社会组
织重点围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
北等老工业基地、推动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 、 东部地区率先发
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
雄安新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 、长江经济带发展 、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
域发展战略提供针对性服务。

稳妥实施社会组织 “走出
去”，有序开展境外合作，增强我
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
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软
实力”。

再次，是服务基层的社会组
织。《规划》提出：

聚焦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
挥社会组织在动员社会力量、链
接各方资源、提供专业服务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 聚焦特殊群体 ，
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养老、 育幼 、
助残等公益事业 。 聚焦群众关
切，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公众参
与 、推动民主协商 、化解社会矛
盾、传播法治文化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更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第四，是社区社会组织。《规
划》提出，要实施“培育发展社区
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加快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引
导各地将政策 、资金 、人才等资
源更多用于社区社会组织建设。

发挥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社区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枢纽型社
会组织作用 ，深入开展 “邻里守
望 ”关爱行动 ，引导社区社会组
织联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
社区治理 、提供社区服务 、培育
社区文化 、开展社区协商 、化解
社区矛盾、促进社区和谐。

第五， 是服务基本民生保
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
务的社会组织。 重点培育行业
性、公益性、枢纽型社会组织和
提供养老、助残、儿童福利和未
成年人保护等方面服务的社会
组织。

第六，是发展社会工作的社
会组织。《规划》提出，要推动社
会组织开发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加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使
用力度，鼓励有条件的社会组织
优先聘用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
资格证书人员。

《规划》强调，要围绕基层社
会治理与服务急需，鼓励地方政
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组织发
展项目，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

业务主管单位
职责进一步落实

为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登记
管理单位之外，业务主管单位的
职责在《规划》中被进一步明确。

在登记方面，要推动健全登
记管理机关、 业务主管单位、行
业管理部门联合审核制度，完善
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查，强化社
会组织发起人责任。

在结构布局方面，会同党建
工作机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
管理部门，提高进入门槛，完善
退出机制， 优化社会组织层级
分布、区域分布、行业分布、类
型分布。

在多元化监管方面， 要健
全完善登记管理机关、 业务主
管单位、党建工作机构、行业管
理部门、 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
职、协调配合、依法监管的综合
监管体制。

在执法方面，要发挥业务主

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监管优
势，在线索发现、证据移交、联合
执法、 通报整改等方面加强联
动，形成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响
应迅速、执法有力的工作格局。

有进有出将成为常态

推动社会组织向“好不好”
转变，那么“不好”的社会组织将
如何处理呢？《规划》强调，要持
续整治“僵尸型”社会组织，加快
低效、无效社会组织出清，形成
社会组织登记“有进有出”工作
局面。

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推动完善社会组织清算
注销制度，健全主管机关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清算制度，畅通社会
组织注销登记渠道。

如何才能发现低效、无效社
会组织呢？《规划》强调，要健全
社会组织监管体系，推进制度化
监管、精细化监管、多元化监管、
专业化监管。

要健全社会组织年检年报
制度，规范社会组织年度报告内
容和信息公开方式。 提升慈善组
织透明度。 加强社会组织信用信
息管理 、共享与公开 ，健全社会
组织“异常活动名录”、“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制度，推动信用联合奖
惩。 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
加强社会组织网上活动管理，提
升数字化治理社会组织能力。 进
一步健全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机
制，引导社会组织“以评促建”，不
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提升内部
治理水平和业务活动能力。

此外，《规划》强调要提升社
会组织执法水平， 加大执法力
度，完善执法机制，规范执法程
序，提升执法能力。

要畅通社会组织违法违规
行为投诉举报渠道。 全面核查非
法社会组织线索， 依法取缔、劝
散非法社会组织，持续曝光涉嫌
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严肃查处社
会组织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推动
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违法惩戒
制度，提高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
违法成本。

“� � 10 月 8 日，民政部制定的《‘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外发布。 《规划》明
确提出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从‘多不多’、‘快不快’向‘稳不稳’、‘好不好’转变，从注重数量增长、规
模扩张向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转型。

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转变（转型），这样的转变（转型）对社会组织来说意味着什么？ 社会组织要
如何做才能跟上发展的脚步？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