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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

7 月 18 日至 8 月 5 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化“红顶
中介” 专项整治工作检查工
作组划分 7 个小组，分别对涉
及中介服务机构的 85 家行政
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进行了
全面检查验收。

截至 8 月 18 日，经汇总整
理统计，整治的各类事业单位、

企业和社会组织共 591 家，清
理注销 27 家， 规范保留 564
家； 规范保留中介服务机构
120 家、收费项目 69 项；梳理
公职人员兼（任）职 683 人（厅
级干部 217 人）， 退出 121 人
（厅级干部 28 人），保留 561 人
（厅级干部 189 人）。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宁夏：“红顶中介”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浙江目前登记社会组织逾
4.6 万个， 每万人社会组织数
8.1 个，纳入备案管理的社区社
会组织 10 万个，数量和每万人
社会组织数均位居全国前列。

据了解，目前，浙江在登记
管理体制改革、培育扶持、监督
管理等方面已出台规范性文件
40 余个。

目前，浙江全省市、县市区

两级建立社会组织服务平台
189 家， 其中实体化运作 174
家，实现市、县全覆盖，部分地
区同时建有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公益孵化园、社会组织联合
会、 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等各
种类型的服务平台， 大部分地
方还将服务平台延伸到街道、
社区一级，有街道、社区层面服
务平台 2500 余家。 （据杭州网）

浙江：已登记社会组织逾 4.6 万个

甘肃省近日起草了《甘肃
省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
意见（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意见》），同时向社
会各界征求意见。

《意见》提出，社会组织执
法监察工作由民政部门牵头组
织实施,采取日常监管、年度检
查、执法监察等形式，对涉嫌违
法违规的按照先约谈教育、再
责令整改、 最后实施处罚的步
骤和程序开展。 社会组织执法
监察的范围主要包括：省、市、
县三级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
注册的社会组织； 未经登记擅
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
非法组织等， 主要查处社会组
织的 15 类违法、违规行为：

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
取登记和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
登记的；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涂
改、倒卖、出租、出借社会组织
登记证书和出租、 出借社会组

织印章的；违反自愿入会原则,
强制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入会
的； 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
务范围进行活动和从事营利性
经营活动的； 违反自愿原则强
制收取、搭车收取会费,违规使
用会费或会费票据的； 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收费、筹资,接受或
使用捐赠、资助款物的；侵占、
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的；有
税收违法行为或违规使用公益
事业捐赠票据的； 违反有关规
定 ,乱摊派、乱评比的；不按规
定接受年度检查和年度检查不
合格的； 不按章程规定按时换
届和备案的； 在职公职人员和
退（离）休领导干部兼职不按干
部管理权限报批， 违规领取薪
酬、奖金、津补贴等报酬和获取
其他额外利益的； 接受境外非
政府组织资金、 项目未按程序
报批的； 拒不接受或者不按规
定接受日常监督管理的。

（据《西部商报》）

8 月 24 日下午，第五届慈展会新闻通报会在深圳召开

8 月 24 日下午，第五届慈展
会新闻通报会在深圳召开，慈展
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组委会办公
室主任、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
党组成员田夫向媒体通报了第
五届慈展会的总体情况和特色
亮点。 本届慈展会将于 9 月 23
日—25 日在深圳举行。

据悉，第五届慈展会以“以
法兴善、助力脱贫”为主题，深入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将紧紧
围绕国家扶贫攻坚战略，集中宣
传展示社会慈善资源在参与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先进经验
和主要成果。

75 家国际公益机构参展

为创新社会管理、 推动社
会建设， 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 民政部等五家主办单位决
定，2012 年起，每年在深圳经济
特区联合举办一届慈展会。 目
前，四届慈展会均覆盖了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台
地区， 吸引了 4884 家机构参
展，近 64 万人光顾展会，对接
项目 1675 个， 合计金额接近
191.31 亿元， 举办了各类公益
慈善活动等 854 场， 培育了一
大批公益慈善机构、 项目和公
益人才， 共有 420 多家新闻媒
体的 1900 多名次记者参与报
道，发表稿件逾 14500 篇，掀起
了全民慈善热潮。

本届慈展会主会场设在深
圳会展中心 1 号馆和 6 号馆，展
馆面积约 45000 平方米；在深圳
宝安区海裕社区等地设立分会
场，展场面积约 1000 平方米；本
届慈展会主要包括会议研讨板
块、慈善主体板块、资源对接板
块、慈善项目板块和慈善文化板
块等五大内容。

目前， 本届慈展会已顺利
完成招展报名工作。 据统计，共
有来自 31 个省、市、自治区、直
辖市和台港澳的 2600 多个慈
善组织、 企业和个人， 以及 75
家国际公益组织等报名参展参
赛， 较上届慈展会参展规模增
幅 11%。

据悉， 本届展会共设置 12
个公益主题展区，其中扶贫济困
展区参展机构 138 个，社会创新
展区 254 个， 社会服务展区 240
个，慈善支持展区 146 个，教育
慈善展区 91 个， 社区发展展区
75 个， 生态公益展区 62 个，社
会责任展区 55 个， 慈善组织展
区 66 个， 国际公益展区汇集了
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5
家国际公益机构参展，人才交流
展区共有 30 家关注社会建设人
才工作的机构参展和 200 家慈
善组织发布人才需求，慈善城市
展区吸引了 18 个省、 市和自治
区参展。

十大创新亮点

与往届慈展会相比， 第五

届中国慈展会呈现以下创新亮
点：

1.落实慈善法 ，打造 “三全 ”
展会。

在展会定位上，本届慈展会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围绕“以
法兴善、助力脱贫”的展会主题，
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致力于打
造“三全”展会，即慈善全链条展
示平台、慈善资源全要素撮合对
接平台、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慈善
行业年度盛会。

2.围绕慈善生态链进行板块
设置

本届慈展会将以慈善法时
代的慈善生态系统构建为核心，
将慈善生态链条的全环节、全要
素融贯内化于展会各项板块内
容。 专设慈善文化板块、会议研
讨板块、慈善主体板块、资源对
接板块和慈善项目板块，构建了
上中下端相互作用、循环促进的

“慈善生态圈”，着力提升展会在
优化慈善生态格局中的引领作
用。

3.打造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效
对接的枢纽平台

为了将慈展会打造成为慈
善资源供给侧和需求侧高效对
接的枢纽平台， 本届慈展会推
动互联网与公益融合，成立“中
国善网”，建立慈善资源供给侧
和需求侧对接清单， 为慈善组
织、 慈善项目和公益产品等各
类慈善主体和要素资源， 提供
全方位宣传、展示、对接等系统
服务。 同时，本届展会将按照慈
善资源供给侧、 需求侧和介质
三个部分对各类参展主体进行
分类布局。 其中，供给侧用代表
阳光温暖的黄色来标识、 需求
侧用代表生机和希望的绿色来
标识， 而介质则用黄色和绿色
融合产生的黄绿色来标识，从
而把不同类别的参展主体放在
不同色块内， 创新展区布局方
式， 让公众能够更加清晰和便
捷地辨别需求侧、 供给侧和介
质， 能够对慈善生态链有个整
体的了解和把握。

4.打造国际公益峰会
本届慈展会进一步聚焦主

题，创新会议模式，按照 TIFP 即
跨界、创新、未来、实践的办会理
念，通过“外围会议+高峰会议+
分议题研讨会+闭门会议” 层级
递进的会议形式，实现会议研讨
的专业化、高端化和国际化。 目
前，慈展会组委会办公室已在北
京、上海、香港、深圳等国内重点
城市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开展
了近 10 场外围会议， 研究制定
了国际公益峰会和相关分议题
会议方案，将在慈展会期间组织
召开 20 余场研讨会议， 将邀请
230 余名国内外公益慈善领域嘉
宾参与研讨互动。

5.首设人才交流展区
过去人们提到人才， 特别

是创新型人才，就会想到科技、
金融等经济领域的人才， 但社

会发展已经产生了并且更需要
社会建设领域的创新型人才 。
今年深圳市委出台的《关于促
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
就是一个同时鼓励经济建设和
社会建设领域人才的办法。 以
此为重点， 第五届慈展会首次
设立了人才交流展区， 意在通
过宣讲会、沙龙、路演等多种方
式，宣导国家、各主办单位和各
地特别是深圳市出台的人才办
法， 促进公益慈善领域的人才
交流与合理配置， 并使他们人
尽其才。

6.首设慈善文化板块
慈善文化处于慈善生态的

最上端，有什么样的慈善文化就
会催生出什么样的慈善生态。 因
此，本届慈展会开始关注和研究
慈善文化， 首设了慈善文化板
块，将深圳会展中心 6 号馆作为
慈善文化专馆，还将召开慈善文
化专题研讨会，对慈善文化进行
深入研讨，以期构建慈善法时代
下的新型慈善文化。

7.创新“轻展”展示方式
在 2014 年第三届慈展会率

先实现“零碳排放”之后，今年又
在绿色展会方面有新的突破：探
索“轻展”展示方式，用最环保的
理念、最少的展装材料、最简洁
的展区装置对展馆进行规划设
计，重点在于促进慈善资源供给
双方的交流、交谊和交易，再次
树立绿色展会标杆。

8.首次设立分会场
本届慈展会将在深圳宝安

区海裕社区设立分会场，展场面
积约 1000 平方米。 分会场为各
类慈善主体开辟更为广阔的活
动空间，并将主会场的集中展示
对接与分会场的特色交流活动
相结合，实现两者的互补衔接和
同步互动效应，提升公众的参与
度和展会影响力。

9.实行中国慈展会会员制
为更好地服务各类参展主

体，同时促进各类慈善资源的交
流、合作常态化，本届慈展会实
行会员制，招募各类慈善主体成
为慈展会会员。 会员在注册时需
填写资源需求及可供应资源，会
员系统将以慈善资源供应侧和
需求侧清单为服务核心，努力打
造公益慈善行业资源对接的机
制和平台，为优质公益项目及社
会服务资源供需双方搭建起线
上、线下、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和
对接系统。 自 5 月 18 日正式开
放会员报名系统， 截至目前，已
有 5336 个慈善组织、企业、个人
和慈善项目注册成为慈展会会
员。

10.认证 100 家社会企业
第四届中国慈展会上，中国

首个民间社会企业认证办法出
台，7 家社会企业首次认证获得
“民间执照”。 经过一年的探索与
试行，本届中国慈展会上，社会
企业认证主办方将公布社会企
业认证标准 2.0 版。 截至目前，已
有 100 多家机构和企业申报了社
会企业认证活动。

（据《深圳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