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

04 新闻
２０17．9.5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News

北京一“国字头”山寨组织及
40 下属机构被查处

9 月 1 日，第三届“北京
社会公益汇”在全国农业展览
馆开幕， 北京社会工作者协
会、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在
开幕式上共同签订了《“双工
携手·服务社会” 战略合作协
议书》。

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与
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同为
北京市市级“枢纽型”社会组
织，前者立足北京、紧联社工、
服务民生、引领前行。 后者整
合慈善资源、 组织义工队伍。

二者在各自领域内充分发挥
“枢纽型”职责使命，为首都社
会工作者和义工（志愿者）发
展贡献力量。

据悉，战略协议分别从建
立联动制度、 培育联动组织、
创新联动项目、强化联动激励
四个方面着手，建立“社工＋义
工（志愿者）”联动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成立“社工＋义工（志
愿者）” 合作促进组织， 设立

“社工＋义工（志愿者）”综合服
务中心，推动“社工＋义工（志

愿者）”合作的交流，建立“社
工＋义工（志愿者）”合作培养
机制，推进社工服务机构与志
愿者组织的党团建设等。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
订，标志着北京地区社会工作
者和义工（志愿者）“双工携
手·服务社会” 的格局初步形
成，专业社会工作+慈善义工
力量首次联合参与社会治理，
开创首都“双工”助人自助、促
进和谐的新纪元。

（据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

北京：签署“双工携手·服务社会”战略合作协议

近日， 山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发布消息， 山东省新修订的社会组
织评估指标已经出炉。 新修订的社
会组织评估指标着重突出并进一步
细化了社会组织党的建设、 诚信自
律以及参与扶贫攻坚、 开展公益慈
善活动等指标内容， 并相应增加了
分值； 删除了部分不再具备引导性
的指标， 增加了建立社会组织新闻

发言人制度、 建立社会组织联络员
制度等指标。

据了解， 山东省省管社会组织
评估工作自 2013 年起已完成两批，
共有 169 家社会组织获得 3A 以上
等级， 其中获得 5A 评估等级的社
会组织 24 家， 获得 4A 评估等级的
社会组织 83 家， 获得 3A 评估等级
的社会组织 62 家。 （据《大众日报》）

山东：新版社会组织评估指标“出炉”

2017 年 8 月 28 至 29 日，
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社会组
织联合会在合肥举办了“中央
财政培训示范项目—全省慈
善组织信息公开培训班”，各
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构负
责人，全省慈善组织及符合慈
善组织认定条件的社会组织
负责人等共 270 余人参加了
培训。

此次培训采取专家授课
和分组实操两种方式进行，邀
请了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信息宣传处处长马俊达、“慈
善中国”平台建设单位东软集
团工程师等分别就《慈善法》
及相关配套政策、慈善组织登
记认定与管理、社会组织信息
公开与信息化建设和“慈善中
国”平台信息录入等进行了详
细讲解，并现场指导参会人员
实际操作。

截至目前， 安徽全省
2016 年 9 月 1 日后新成立的
基金会已全部同时登记为慈
善组织， 之前登记的社会组

织符合条件的已有 80 余家
认定为慈善组织， 其余符合
条件的将在 2017 年 9 月底
之前全部审查认定结束；全
省首批提交申请的 6 家慈善
组织已领取到公开募捐资格
证书， 其余正在积极提交申
请。 此外， 合肥市已经完成

“国元慈善信托”和“建信信
托—微笑行动慈善信托”两
单慈善信托的备案， 信托财
产金额达到 1400 万元。

（据民政部网站）

安徽：部署推进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工作

9 月 1 日， 浙江省民政厅召开
浙江慈善事业发展情况暨“浙江十
大慈善热点事件”新闻发布会。浙江
省民政厅厅长王剑侯介绍，目前，浙
江省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社
会组织总数近 4.9 万家， 每万人拥
有社会组织数 8.56 家；另有纳入备
案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 12.9 万家。
目前， 浙江省依法登记和认定慈善
组织 111 家， 其中获得公开募捐资
格的有 31 家，登记认定数量位居全
国前五名。

“浙江十大慈善热点事件”包
括：1.浙江各类慈善、志愿服务组织
积极参与 G20 峰会服务。 2.首批全
省性慈善组织获得“慈善组织”身
份，慈善组织法律属性得以明确。 3.

宁波“善园”举行开园仪式，成为宁
波慈善地标和中心。 4.省委省政府
举行“第五届浙江慈善奖” 颁奖活
动，一批先进典型受到表彰。 5.浙江
互联网慈善发展迅猛， 网络已经成
为重要的募捐渠道。 6.第三届“西湖
论善”成功举办，“西湖论善”成为浙
江公益慈善领域交流互动平台。 7.
大灾大难面前， 彰显民间慈善救援
力量的英雄本色。 8.浙江十万“民间
河长”善行义举参与“五水共治”。 9.
困境和留守儿童成为关注的重点，
公益慈善组织创新服务项目予以帮
扶。 10.“创新与融合”2016 首届浙江
助残公益峰会，开启“助残帮扶、创
业创新”新篇章。

（据浙江在线）

浙江：十大慈善热点事件新闻发布

一个打着国务院旗号、下设
40 个委员会的“山寨社团”———

“中国科技创新与战略发展研究
中心”，8 月 31 日被北京市民政
局现场取缔。 其下设的所有“委
员会”被一并取缔。 北京市民政
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来到该中
心在京的主要活动地点，送达取
缔决定书并收缴非法物品。

收缴非法挂牌、聘书、
红头文件上百件

上午 9 时许，民政执法人员
走进位于万寿路西街 7 号院 2
号楼，该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县
域经济发展工作委员会的办公
地点就在此地，10 间租用的办公
室空空荡荡，只有一名办公室工
作人员在场。 面对执法人员的到
来，这位女性工作人员显得有些
不知所措，但也没有表现出反抗
等情绪，打开了办公室的房门和
办公柜的柜门。

根据法规要求，民政执法人
员要对该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
宣读处罚决定，并收缴所有带有
该研究中心和中国县域经济发
展工作委员会字样的所有物品，
拆除并没收所有相关的牌匾。
“我来的时候他们给我看了红头
文件，还有公章，我哪儿知道都
是假的啊。 ”这位工作人员也一
脸无奈，表示自己来应聘的时候
对该单位的性质一概不知。

执法人员在该办公地查获
了该研究中心违规印制的红头
文件、聘书、信封等。 这些物品全
部被执法人员带走。

今年 5 月，北京市民政局接
群众对研究中心的举报后，立即
立案， 并围绕线索在网上网下、
京内京外同步开展执法调查。 执
法人员发现，在该研究中心的一
个网页介绍中，它公然表示自己
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国
务院科研教育领导小组下属的
事业单位，但执法人员在民政部

“社会组织网”、中央编办“中央
机构编制网”和工商信息登记系
统上，均未查到这个研究中心的
登记信息。 因此，可以认定该研
究中心为非法社会组织。

然而在北京市民政局执法
大队的工作人员推进调查的过
程中发现，这是一个具有众多分
支、非常复杂而庞大的非法社会
组织，影响面也非常大。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经过调
查发现， 该研究中心下设县域经
济发展工作委员会、 国防科技文
化工作委员会、 中国国防科技文
化教育产业联盟、 中国农业科技
创新发展工作委员会、 中国科技
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委员会对外合
作中心等 40个委员会，遍布全国
20 几个省市，而其中一个委员会
就设立了 21个分会，可见影响范
围之广。 然而这些机构公然违反
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 以社会

组织名义在京内外大肆进行非法
活动，扰乱社会组织管理秩序，侵
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执法人员调查发现，该研究
中心曾经在四川某市发起智慧
社区便民服务站项目，并在当地
召开新闻发布会，然而只做了两
个便民服务站项目便不再推进，
但借着之前的新闻信息依托公
司继续吸引资本投资，但涉及金
额数量目前暂时并不掌握。

执法人员前往的万寿路西
街 7 号院，就是其中部分机构在
北京的活动地点， 除此之外，该
研究中心在北京还有两个分支
机构分别位于中关村南大街和
珠市口西大街附近，执法人员也

将前往进行调查和取缔。

受害者如果举报
公安机关可立案调查

对于该中心和下属组织相关
行为的性质，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中心和下属组织公然
违反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以社
会组织名义在京内外大肆进行非
法活动， 扰乱社会组织管理秩序，
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取缔后， 若有人继续以该
中心和下属组织名义活动，可由
公安机关拘留。 ”这位负责人表
示。

北京市民政局称，曾受到该

中心和下属组织侵害的受害者，
可向公安或民政部门举报。 根据
举报情况，公安部门可对相关人
员立案调查。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未经
民政部门登记， 冒用政府名义，
打着社会组织旗号，骗取群众的
信任，非法开展活动，侵害百姓
利益， 扰乱了社会组织发展秩
序。

北京市民政局对此高度重
视， 对非法社会组织发现一个、
取缔一个。 今年以来，已经先后
取缔了“全国绿色农业安全食品
基地联盟”、“中央老干部健康工
作委员会”、“北京军地融合企业
家协会”、“中国树莓产业联盟”、

“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亚
洲区块链发展基金会”等多家非
法组织，有力地净化了首都社会
组织发展环境。

北京市民政局执法大队也
提醒社会各界在与社会组织开
展合作时，可先登陆中国社会组
织网（网址：http://www.chinan－
po.gov.cn/）和北京市社会组织公
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bjmjzz.
bjmzj.gov.cn/）进行查询，验证社
会组织的合法身份，避免上当受
骗。 如发现有人未经登记，打着
社会组织旗号开展活动，可拨打
北 京 市 民 政 执 法 举 报 电 话
84038110 进行举报。

（据《新京报》《北京晚报》等
综合）

� � 北京市民政局对非法组织 “中国科技创新与战略发展研究中
心”下属的“县域经济发展工作委员会”进行执法查处，收缴违法牌
照及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