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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基层社会组织管理的“汕头经验”

近日， 按照公安部统一部
署，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依法对
广东深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天明等人
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等犯
罪问题进行查处， 张天明等多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现初步查明，张天
明等人涉嫌以“扶贫济困、均富
共生”等为幌子，策划、操纵并
发展人员参加传销活动， 骗取
巨额财物。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 传销犯罪案件持续高

发， 不法分子不断变换犯罪手
法，利用“金融互助”、“爱心慈
善”、“虚拟货币”、“电子商务”、
“微信营销”等各种名目，策划、
组织传销活动， 严重侵害人民
群众财产安全， 严重扰乱经济
社会秩序。 公安机关将继续保
持高压严打态势， 坚决予以严
厉打击， 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同时，提醒广大群
众提高防范意识， 不被高利诱
惑， 自觉抵制传销等违法犯罪
活动， 共同维护好经济社会秩
序。 （据公安部网站）

公安部：
善心汇涉嫌传销等犯罪被依法查处

近日社会上出现一些未经
登记的“军民融合”联盟、协会、
促进会等组织， 大多冠以“中
国”“全国”“国家”“国防”“中国
人民解放军”等字样，通过举办
论坛展会等活动， 收取高额费
用，混淆视听，损害军民融合战
略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给一些
单位和个人造成经济损失，产
生不良社会影响， 有的已触犯
相关法律法规。

截至目前，民政部未批准
任何带有“军民融合”字样的

社会组织，凡是冠有“军民融
合”字样且自称在民政部登记
的组织均属于虚假宣传。 社会
各界对此应保持警惕，防止以

“军民融合” 为幌子的敛财聚
财行为。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提醒社会公众在加入某个
社会组织或者与其合作时，应
当首先查验这个组织是否具
备合法身份， 以免上当受骗，
防止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和法
律纠纷。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民政部：
防范冠以“军民融合”字样组织非法活动

7月 19日， 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山东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
施意见》进行解读。截至 2017年
6月底， 山东省各级共登记注册
社会组织 4.76万个，其中社会团
体 1.75万个，社会服务机构 3万
个，基金会 154个。

《意见》 提出要加大财政金
融支持力度，2016年—2020年，
省级财政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社
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
台给予一次性扶持或奖补，逐步
完善公共财政对社会组织的扶

持机制；允许社会组织以其管理
使用的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抵
押贷款，用于自身业务发展。

《意见》还提出，要加强社
会组织诚信自律建设， 建立行
业性诚信激励和惩戒机制；规
范社会组织收费行为， 严禁巧
立名目乱收费。 要稳妥推进政
企分开， 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通过技术资料或科技成果的有
偿转让，以及通过举办展览、组
织培训和开展技术咨询等有偿
服务活动收取的费用为经营性
收费项目，不属财政收入，不实
行财政专户储存、收支两条线。

（据山东省政府网站）

山东：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山西省发改委近日公布该
省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项目及标
准统计表。 个人会费每年在 50
元至 200 元之间。 单位会费差
距挺大，以副会长单位为例，最
低的每年收费 5000 元，最高的
达到 10 万元。

山西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省经信委、 省民政厅近期采取
措施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
为。 省民政厅组织已脱钩的全
省性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自查，
省直其他有关部门对本系统尚
未脱钩的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
进行自查。在此基础上，有关部

门进行审查， 并集中公示行业
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的项
目和标准。 16 家协会商会中 4
家没有收费项目，分别为：山西
省能源研究会、 山西省生态经
济学会、山西省宏观经济学会、
山西省城镇协会。

有关部门要求， 各行业协
会商会一律不得利用主管部门
有关规定强制企业入会， 不得
利用行业影响力以评比表彰、
评审达标等方式违规收费；鼓
励会费结余较多的行业协会商
会主动减免会费。

（据《太原晚报》）

山西：协会商会收费标准公布

� � 汕头市金平区乌桥街道打造的“三元饭堂”，成为扶贫济困活动
的一个平台。

汕头是民政部在地级市设立
的首个民政工作改革创新综合观
察点。近几年，汕头在省民政厅的
指导下， 在全国率先推进市、区
县、镇（街道）三级社会组织孵化
基地和基层社会组织联合会（以
下简称联合会）建设，初步形成基
层社会组织动员、 多元主体力量
参与基层治理的新格局。

通过不断改革创新，汕头在
基层社会组织治理上探索出可
推广复制的“汕头经验”。 在去年
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汕头市还
作为全国唯一的地级市在会议
上介绍了经验。

顶层设计：
为社会组织立法开全国先河

汕头立足特区实际，通过创
制立法、出台政策措施，从顶层
设计上， 推动联合会建设。 2012
年，汕头市先后以市政府令的形
式，出台《汕头经济特区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办法》， 制定印发了
《关于推进建立全市基层社会组
织孵化器的指导意见》《关于进
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工作的
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镇
（街道） 基层社会组织联合会建
设的意见》等一系列部门规章和
政策，在全国开了先河。

特别是 2015 年 8 月，市民政
局和市委组织部积极配合，密集
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基层社会
组织登记工作的实施办法》《关
于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村
（社区） 社会组织中领导核心作
用的意见》《汕头市成立镇（街
道） 基层社会组织总会指引》和
《关于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服
务基层政权建设的意见》4 个规
范性文件，从“目标定位、法人治
理、规范运作、发挥作用”等方
面， 明确联合会的功能作用，为
联合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法治
基础。

率先全国：
71 个镇（街道）全面成立
联合会

“上面千条线， 基层一根针。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工作做
得好不好， 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
定和发展。 ”汕头市民政局局长陈
镇坤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
层社会组织大量涌现， 有的发挥
正面的作用， 有的发挥负面的作
用，对基层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2015年，汕头在全
国率先建设镇级枢纽型基层社会
组织联合会，由镇（街道）副书记
担任会长，相关机关干部、所辖区
域社会组织、重要企业、本地乡贤
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 统揽了镇
（街道）的重要社会力量，涵盖面
广，在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公共服
务、反映民情等方面，成为基层不
可或缺的社会治理力量。

至目前， 全市 71 个镇（街
道）全面成立基层社会组织联合
会，全市登记备案的社会组织总

量为 4417 个，社会组织万人数为
8.19 个。 这些社会组织在参与社
区管理，促进社区自治，推进社
区经济发展， 丰富社区文化生
活，维护社区稳定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可以说， 联合会来源于基
层，服务于基层，符合基层实际，
成为有效解决新时期基层矛盾和
问题的新型平台。 ”陈镇坤说，全
市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类公益慈
善活动，在扶贫济困、助学帮残、
义医义诊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
献，特别是随着义工组织，汕头义
工数量已有 15万人之多。

党建引领：
新成立党支部已达到 25个

社会组织面大量广，加强社
会组织党的建设十分重要。 汕头
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也紧紧围
绕党建开展工作。 2015 年以来，
汕头通过联合会党建引领平台，
基本实现了党在基层社会组织
建设的全覆盖。

如金平区鮀莲街道联合会
党支部、南澳县深澳镇民俗文化
协会党支部、濠江区礐石街道珠
浦慈善会党支部，通过强化党在
村（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核心
地位，扩大了党在基层社会组织
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加强党
对基层社会组织的服务和管理。

数据统计，2015 年以来在基
层社会组织中新成立的党支部
已达到 25 个，全市各镇、街道已
有 1460 个、86.4%的村（社区）社
会组织有“两委”干部兼任基层
社会组织领导职务，党的工作覆
盖面得到大幅度提升，有效发挥
社会组织党建在确保政治方向、
团结凝聚群众、推动事业发展方
面的积极作用。

此外，基层社会组织联合会
安排不少镇（街道）干部以顾问、
名誉会长、名誉理事等适当身份
参加基层社会组织，使党政人员
能够“零距离”接触群众，了解心
声，听取意见，便于形成共识，汇
聚力量， 推动各项政策执行，较
好地促进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基
层治理中的贯彻落实。

广泛动员：
乡贤参与创文强管助推
经济发展

联合会作为政府引导、社会
参与、群众受益的基层社会组织
枢纽，积极引导基层社会组织参
与基层治理，在创文强管、精准
扶贫、公益慈善、调解纠纷、维护
稳定、发展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成为党政推进基层治理
的新生力量。

尤其是通过合作、协议等方
式与政府联合或独立提供公共
服务，与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
务互相补充， 引导公益慈善组
织，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动员乡
贤、 热心人士回乡捐资解囊，兴
学助教、修桥筑路、建设家乡，办
好民生实事。

例如潮南区成田镇基层社会
组织联合会联合组织镇慈善会、
商会等基层社会组织，打造“爱心
粮仓”等品牌公益项目，开展扶贫
济困、民俗文化活动，促进了当地
的社会和谐； 陇田镇基层社会组
织联合会积极参与全区河涌整
治、创文强管、护绿大南山等公益
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高度赞扬。

金平区乌桥街道基层社会
组织联合会利用元旦春节时机，
发挥平台作用，带领辖区社会组
织、企业和乡贤，积极开展各类
扶贫济困活动， 打造“三元饭
堂”、存心免费饭堂、慈善超市等
公益项目，受到当地群众好评。

濠江区礐石街道基层社会
组织联合会通过凝聚乡贤力量，
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精品村”

“高端社区”“生态小镇”；联系珠
浦慈善会，发动乡贤捐资 3500 多
万元建设一批市政设施道路；通
过平台协商机制，解决了街道创
文拆迁难题。

“联合会接地气、有活力、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推进基层治
理创新中大有可为。 ”林镇坤表
示， 联合会的建立是个新生事
物，如何运作好、发挥好这个平
台作用，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探
索和完善。 ”

（据《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