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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11 日， 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用三个半天时间在
京召开贯彻实施《慈善法》一周
年座谈会，近百家在民政部登记
的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 民政部党组成员、
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主
持会议并作了讲话。

座谈会通报了《慈善法》实
施一周年以来，基金会申请慈善
组织认定和慈善组织申请公开
募捐资格的情况，介绍了基金会
申请慈善组织认定和慈善组织
申请公开募捐资格的程序和条
件、申报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有
关事项，对中央即将开展的引导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进行了
动员。 基金会负责人围绕上述主
题作了发言。

座谈会上，詹成付充分肯定

了《慈善法》实施一年以来基金
会所做的工作。 他指出，《慈善
法》实施一年以来，慈善工作有
序推进， 配套法规政策密集出
台，慈善事业制度体系基本构建
成型，慈善组织筹款能力逐步提
升， 慈善组织作用进一步发挥。
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
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基金会
对申请慈善组织认定的重要性、
紧迫性认识不足，对《慈善法》的
解读存在偏差，对申请慈善组织
认定的程序和条件存在误解。 这
次座谈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针
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詹成付强调，基金会要提高
对《慈善法》的认识，严格遵守法
律规定，切实做好申请慈善组织
认定和公开募捐资格工作，推动
《慈善法》实施进一步落地生根、

取得更大实效。 各基金会一要加
强学习《慈善法》及其配套政策，
全面准确理解法律要求，提高依
法行善的能力和水平。 二要加快
申请进程，尚不符合条件的要加
快整改，符合条件的要尽快提出
申请， 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否
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三要认真做
好公开募捐资格申请，在科学评

估自身定位、筹资能力、管理能
力和项目运作能力的基础上，自
愿申请。 四要积极参与国家精准
扶贫战略， 共同打好扶贫攻坚
战，发挥好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
的带头示范作用。

最后，詹成付强调，民政部
作为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既
是基金会的监管者，也是基金会

的“娘家”，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的同时，将努力把服务工作做得
更细更实，切实增强主动服务意
识、优化服务内容、改进服务方
式、提高服务效能，使慈善组织
有更多政策红利的获得感，积极
营造有利于慈善组织健康有序
发展的良好环境。

（据民政部网站）

9 月 15 日， 国家发改委就
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
布会。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
了易地扶贫搬迁最新进展。 截
至 8 月底， 全国累计开工 2017
年度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1.4 万
多个，项目开工率达 95%，累计
竣工项目 4000 多个，项目竣工
率 28%。

其中，河北、山西、安徽、福
建、河南、湖北、重庆、四川、贵
州、西藏、陕西、青海、宁夏等 13
个省份的开工率达到 100%。 易
地扶贫搬迁各渠道资金迅速下
达，22 个有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的省份累计承接 2016、2017 年
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约 2914.6 亿
元 。 其中， 中央预算内投资
393.6 亿元， 地方政府债约 821
亿元， 专项建设基金约 441 亿
元， 中央财政贴息贷款约 1259
亿元。

各地按照“搬迁是手段、脱
贫是目的”的要求，不断加大产
业扶持和就业帮扶力度。 初步
统计，各地已为纳入 2017 年搬
迁计划的 159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谋划或落实了帮扶措施，
户均帮扶 1 人以上。

孟玮强调， 如何管好用好
易地扶贫搬迁资金， 把这些资
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是社会各

方面都普遍关注的问题。 为切
实强化资金监管， 国家发改委
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 坚持多
策并举，协同推进，重点抓了五
方面工作：

一是抓制度规范。 ，易地扶
贫搬迁资金中有中央预算内投
资，也有专项建设基金。 根据资
金来源性质差异， 国家发改委
制度先行，相继印发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
办法》和《易地扶贫搬迁专项建
设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分
别明确了资金项目监管的内容
和基本要求。

二是抓专项稽察。 从今年
年初开始， 国家发改委建立了
每 2 个月一次的常态化专项稽
察制度， 围绕搬迁对象精准识
别、资金运作、安置区建设等关
键环节，开展了多轮专项稽察，
实现了对 22 个省份稽察全覆
盖。 对稽察中发现问题，我们要
求地方全面自查、限期整改。

三是抓定点监测。 2016 年，
国家发改委联合相关部门，对
第一批 17 个省份 69 个易地搬
迁重点项目实行挂牌督办，积
极预防和重点查办 5 大领域职
务犯罪， 并及时将有关案件反
馈相关省份， 督导地方及时整
改、引以为戒。 同时，我们密切
跟踪关注有关部门在督查巡查

中，以及审计、巡视、媒体报道
等反映的问题， 对涉及易地扶
贫搬迁的问题第一时间核实处
理。

四是抓定期考核。 为发挥
考核机制以评促改的作用，会
同相关部门印发《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成效试考核暂行办法》，
将资金到位、 项目执行情况作
为考核的重要内容。 建立易地
扶贫搬迁进度信息月通报制
度，定期调度和通报项目推进、
资金承接使用情况。

五是抓在线监管。 主要是
用好一网一平台。 2016 年以来，
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 在年度搬迁任务计划和投
资计划下达、 工程调度等工作
中， 要求各地在线填报和更新
有关项目建设、 工程进度和投
资完成情况， 实现动态跟踪检
查。 今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开通
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网， 构建起
上下贯通的网上数据信息库和
监测调度系统， 目前已对安置
人口数较多的项目实现了动态
跟踪。 一些省份也先后建立易
地扶贫搬迁信息管理平台或网
上直报系统， 实现了对搬迁项
目建设进展情况和资金拨付的
实时监控、 实时调度、 实时评
估。

（据中国政府网）

9 月 12 日下午，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在京召开部分行业
协会涉企收费情况通报会，通报
了 29 家全国性行业协会涉嫌违
规涉企收费线索，布置了整改和
查处工作。 民政部党组成员、社
会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主持
会议并讲话。

29 家参会的行业协会认真
学习了中央精神，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一致表示：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清理规范行业协会涉
企收费的部署，是减轻实体经济
负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举措， 是加强行业协会管
理，促进行业协会健康有序发展
的重要举措，非常正确，非常必
要； 在涉企收费方面犯了规、添
了乱的协会深感愧疚，表示下一
步要深入学习，对照中央精神和
要求剖析思想，深刻检查，对照
法规政策查找差距， 分析问题，
做到从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
保持一致， 认真研究整改措施，
扎实开展和落实整改措施。

詹成付提出，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减轻企业负担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李克强总理都有多次重要指
示批示，我们要深刻领会、扎实
贯彻。 在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
严厉要求下，还有协会顶风乱收
费，反映出这些协会严重地缺乏
“四个意识”，把中央精神当耳边
风， 严重缺乏法规政策意识，把
违法违规当儿戏。 我们要郑重告
诫这样的行业协会，不要有侥幸
心理，犯了错、违了规，必定要受
处罚。 所有行业协会要认真学习
中央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 李克强总理的指示批示精
神，提高政治站位，从思想上、认
识上找原因，找差距。 只要思想
上、认识上的问题解决了，站位
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动力
就有了。

詹成付要求，行业协会要抓
紧时间厘清事实，积极主动地整
改。 这些年来，行业协会经营服
务性收费、会费、评比达标表彰、
依托行政机关强制服务和收费
的禁止情形、 财务管理等各方面
的政策已经不少了， 可以说基本
建立健全了， 关键是要贯彻执行
好。 在座的协会都要认真学习相
关法规政策，梳理有关情况证据，
对号入座，分析违规的原因，提出
整改措施。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加快处理，在 10
月底前要有基本的处理结果。

詹成付强调，党的十九大即
将召开， 全国上下欢欣鼓舞、热
切期盼。 行业协会要切实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和谐
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
协会、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
会、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中
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中国模
具工业协会、 中国绿色食品协
会、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
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
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中国轻工
业工程建设协会、中华全国专利
代理人协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
会、 中国机械工业安全卫生协
会、中国模板脚手架协会、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中远渔业推广示
范中心、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
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冶
金矿山企业协会、中国非金属矿
工业协会、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中国林业机械协会、中国饮
料工业协会、 中国奶业协会、中
国建筑装饰协会、中国招标投标
协会、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会等
29 家社会组织参加了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民政部召开部分行业协会
涉企收费情况通报会

全国累计开工 2017 年度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 1.4万多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