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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体
系逐步完善。 初步形成了组织部
门、党建工作机构、业务主管单
位、行业管理部门、登记管理机
关相互配合的党建工作体制。 全
国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归口中
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资委党委
统一领导和管理。 地方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实现分级统一领导和
管理， 一般由组织部门牵头抓
总，建立“两新组织”工委，同时
在社会组织较多的部门建立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民政部门
一般负责自身业务范围的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和直接登记社会
组织的党建工作；城乡社区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由街道社区和乡
镇村党组织兜底管理。

四是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不
断加强。 各级民政部门在登记、
年检、评估工作中同步推进党建
工作。 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要求写入社会组织章程。 社会
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
率不断提升，截至 2021 年底，全
国共建立了社会组织党组织
17.1 万个，社会组织领域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一是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完
善。 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2016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2020 年）， 修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2017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2017
年）。 上述法律有关条款明确了
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和权利义
务。 在行政法规层面，国务院制
定了《志愿服务条例》（2017 年），
修订了《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明确了志愿服务组织、宗教

场所法人登记等事项。 2018 年，
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的修
订，合并为制定《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条例》， 并列入国务院立法
工作计划。

二是登记审批改革稳步推
进。基本确立了行业协会商会类、
科技类、 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
服务类社会组织实施直接登记，
其他社会组织实施双重管理的混
合型登记管理制度。 落实“放管
服”改革部署，2013年取消了社会
团体、基金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的登记审批和商务部对外国商会
的前置审批，2015 年取消了全国
性社会团体筹备的审批。

三是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
革基本完成。 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扎实有
序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改革。 2015 年到 2018 年，
先后开展了三批试点，2019 年全
面推开脱钩改革，行业协会商会
脱钩改革目标基本实现。到 2021
年底，推动实现 729 家全国性行
业协会商会和 69699 家地方行
业协会商会“应脱尽脱”，“五分
离、五规范”任务基本完成，行业
协会商会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
明显增强。

扶持政策不断完善

一是资金支持力度持续加
大。 国务院建立了政府购买服务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财政部联合
民政部印发了《关于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的指导意见》。 中央财政设立支
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累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 16.37 亿
元，支持 3658 个项目，直接受益
对象 1283 多万人。 据统计，仅
2020 年度，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
承接了 1297 项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累计资金约 5.6 亿元。
二是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完

善。 财政、税务、海关、民政等部
门出台了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认定、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公
益股权捐赠、 会费免征增值税、
捐赠票据使用等政策。

三是转移职能稳妥推进。 一
些行政机关加快转移适合由社
会组织承担的职能，如工业和信
息化部将行业统计调查、行业评
价、技能培训等基础性工作交由
行业协会商会承担。 一些地方积
极探索推进政府转移职能，比如
广东探索将职称评定等职能委
托给社会组织承担，海南省制定
了赋予行业组织更大自主权事
项指导清单。

四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大
力推进。 中央政法委设置社区社
会组织参与“平安建设”工作指
标。 民政部印发《关于大力培育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方案（2021-2023 年）》。 北京、上
海、广东等地出台了加快发展社
区社会组织的实施意见或发展
规划；浙江印发了《关于推进和
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的决定》。

监管执法不断强化

一是完善监管制度。 民政部
联合发改委等 10 部门出台《行
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试
行）》，构建了多维度的立体监管
框架。 通过制定《社会组织信用
信息管理办法》《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机关行政执法约谈工作规
定（试行）》，丰富了信用监管、执
法约谈等监管措施。 通过出台
《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受理投诉举
报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完
善了抽查和投诉举报等监管流
程。 通过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政部业务主管社会组织管理
服务的意见》《民政部直管社会
组织换届工作指引》 等文件，明
确了部管社会组织的相关行为
准则。

二是健全监管机制。 建立了
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的联合
执法制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 建立民政部门牵头，财政、税
务、审计、金融、公安等部门参加
的资金监管协调机制。 建立了覆
盖全国的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
统，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
平台实时公开全国 90 余万家社
会组织的登记信息，并逐步实现
部门、地区间信息共享。

三是加大执法力度。 借鉴监
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探索形成
执法监管的“四道防线”：让事先
预防成为常态（第一道防线），行
政告诫、责令整改等柔性执法成
为大多数（第二道防线），对违法
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成为少数（第
三道防线）， 涉嫌犯罪移交司法
成为极少数（第四道防线）。 2016
年以来，民政部作出行政处罚 80
件，没收违法所得 1800 余万元，
连续 6 批曝光涉嫌非法社会组
织 300 多个， 持续曝光 13 批共
1287 个“离岸社团”“山寨社团”，
先后两次组织开展打击整治非
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特别是
2021 年，会同中央宣传部、中央
政法委等 18 个部门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为期 3 个半月的进一步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
动，共核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线
索 5660 条， 处置非法社会组织
3400 多家，关停 230 家非法社会
组织网站及新媒体账号， 曝光
141 批次 1196 个涉嫌非法社会
组织名单。 中央媒体广泛宣传报
道，获得社会关注和各方认可。

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突出

一是积极参与经济建设。 各

级行业协会商会发挥贴近一线、
了解企业的优势，在配合行业管
理部门推进行业立法、 规划编
制、标准制定、数据统计、评估评
价、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作
为，在加强行业管理、促进产业
转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发挥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仅全
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制定
2499 项国家标准和 364 项国际
标准， 公布 2996 项团体标准和
2066 项行业自律制度。

二是有效提供公共服务。 各
类社会服务机构有效扩大公共
服务供给，比如民办学校占全国
各类学校总量的 35.37%，在校生
占全国总量的 19.5%； 非营利性
民办养老机构占全国养老机构
总量的 44.7%。 各类社会组织广
泛参与脱贫攻坚，实施扶贫项目
超过 9.2 万个， 引导投入各类资
金 1245 亿元。 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累计接受社会各
界捐赠资金约 396.27 亿元、物资
约 10.9 亿件。

三是参与创新社会治理。 广
大社会组织，尤其是城乡社区社
会组织在促进居民参与、提供社
区服务、丰富社区文化、化解基
层矛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已
成为促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
重要载体。 比如，北京市协作者
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为困境人群
提供专业服务，共计 100 多万人
次；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法
律援助，共计 60 多万人次，有效
化解了社会矛盾。

四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 社
会组织积极促进国际经济交流、
推广中华传统文化、参与全球治
理， 有效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
程中，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海外疫
情防控，为海外捐款捐物，增进
了中外民间交流与友谊。

（据民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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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认为，党章是党的总章
程，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具
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党
的二十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
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有利于全党
更好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
党章、维护党章，更好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要把
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
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
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充分体
现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
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明确新形势下坚持和加强党

的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
要求，更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
伟大社会革命。

会议认为，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稿，充分反映了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
善发展作用的生动实践、工作成
效、认识体会。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党
的自我革命战略部署，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向纵深发展。 会议同意 2022
年 10 月 7 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七次全体会议。

会议指出， 党的十九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作出新
部署、提出新要求，修订完善中
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推进全党
作风建设不松劲、不停步、再出
发。 经过坚持不懈努力，刹住了
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邪气，
解决了一些长期没能解决的顽
瘴痼疾， 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

风民风持续向好。
会议认为， 在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党中央把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和为基层
减负结合起来， 作为党的作风建
设重要内容统筹谋划、一体推进。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专项工作机制采取有力措施督
促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持续纠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为基
层卸下不必要的负担。 党内存在
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得到
一定程度的遏制和治理， 基层党
员干部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
实。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已
成为各地区各部门抓作风建设的
常态化工作， 成为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有力抓手。
会议强调，抓作风建设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中央八项
规定要长期坚持。 要准确把握新
形势下反“四风”的规律特点和
工作要求，乘势而上、再接再厉，
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
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
化风成俗。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始终保持突出问题的整治力度，
督促落实好基层减负各项措施，
不断健全基层减负的长效机制，
强化并充分发挥常态化整治工
作合力，让减负成果更好惠及广
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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