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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部长黄树贤：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 � 民政关乎民生，民生关乎每
一个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
确保困难群众不落一户、不落一
人？ 老龄化社会到来，如何保障
老有所养？ 关爱留守儿童如何精
准到个人？ 非法社会组织屡禁不
止，如何整治？ 两会期间，民政部
部长黄树贤做客新华网、中国政
府网《部长之声》，对社会关切的
热点话题一一作出回应。

“三个全覆盖”
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2018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一年。 全面小康，
一个不能少。

目前困难群众占全国总人
口数的 5.6%左右。 黄树贤表示，
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和完善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形成了
比较健全的低保、 医疗救助、特
困供养、孤儿保障、残疾人补贴
等法规政策，在制度上已经实现
了对各类困难群众的应保尽
保。

黄树贤介绍，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挥低保和医疗救
助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作用，各
级政府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的投入只增不减的部署要求，
民政部会同扶贫办等部门不断
完善农村低保兜底制度安排，实
现了全国所有县（市、区）农村低
保标准均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
标准。 同时，鼓励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越来越多的社会
组织参与到产业扶贫、 教育扶
贫、 健康扶贫、 易地搬迁等工
作。

“从现在起到 2020 年，实现
从制度的全覆盖到实际工作、实
际保障人群的全覆盖，把民生保
障的底线兜住兜牢，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时困难群众不落一
户、不落一人。 ”黄树贤说。

构建体系 提高质量
提升养老服务获得感

截至 2017 年底， 全国 60 岁
以上老人达到 2.41 亿人，占总人
口的 17.3%。 老龄化加剧对养老
供给和养老服务提出更高要
求。

黄树贤介绍，国务院出台老
龄和养老规划、 实施老年人照顾
服务项目、 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等
政策， 民政部联合有关部门发布
了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
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标准框架；
启动了两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 启动开展全国养老院
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 对全国
4 万余家养老院进行了排查整
治，处理隐患近 19.7万处，依法取
缔、关停、撤并养老院 2122 家，养
老院服务质量明显改善。

黄树贤坦言，目前养老服务
领域中一些老年人生活比较困
难， 需要加大救助保障力度；一
些养老院设施落后、服务类型单
一、服务质量不高；放开养老服
务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政
策落实不到位；养老服务从业人
员待遇偏低、 人才流失严重，队
伍十分短缺；相关法规政策还有
待进一步健全。

针对这些问题， 黄树贤说，
民政部将加快构建养老、 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深化
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推动
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完善事
中事后监管机制；深化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推进建立农村
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制定
“互联网+养老”政策措施，推进
智慧养老、 医养结合试点工作；
继续开展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
专项行动，确保排查出来的问题
全部整治到位，全面提升养老院
的管理服务水平。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关爱留守儿童

孩子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
未来。 留守儿童一直牵动着大家
的心。

黄树贤表示，自 2016 年 2 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
来，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摸清
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底数，开发
启用全国留守儿童信息系统，加
强数据动态管理。 民政部等 8 部
委开展了“合力监护、相伴成长”
关爱保护专项行动， 帮助 76 万
多名无人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
落实委托监护责任人， 帮助 18
万名无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登记
户口， 帮助 1.6 万名失辍学农村
留守儿童返校复学，基本杜绝农
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现象。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
家庭监护意识有待提高、基层儿
童工作力量不足、关爱服务经费
缺乏等。 ”黄树贤说。

黄树贤表示，民政部门将推
动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争取

实现乡镇儿童督导员和村（居）
儿童主任全覆盖；推动市、县级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转
型升级，建设成为区域内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服务平
台和工作载体；对农村留守儿童
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关爱保
护。

黄树贤说：“要切实强化家
庭监护主体责任意识，动员社会
各界的力量，使每个孩子真正做
到有人负责、有人管理。 ”

依托信息化手段强化监管
取缔打击非法社会组织

非法社会组织打着服务国
家战略的旗号，骗钱敛财，危害
社会。 近期，民政部先后公布三
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引起
强烈反响。

黄树贤说，社会组织是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
量。 党中央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方
针非常明确，就是加强党对社会
组织工作的领导，坚持一手抓积

极引导发展、一手抓严格依法管
理，引导社会组织更好地服务国
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黄树贤介绍，在监督管理方
面，民政部出台了社会组织诚信
建设、资金监管、信息公开等多
项管理制度。 严格按规定开展年
度检查，加强随机抽查和第三方
评估。 稳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
行政机关脱钩试点改革。 规范社
会组织涉企收费， 减轻企业负
担。 建立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
制，加大对各类非法社会组织的
整治力度，仅今年春节前后就公
布了 250 多个涉嫌非法组织名
单，各地依法取缔非法社会组织
300 多个。

“下一步要强化执法监管，
推进综合监管体制、信用体系建
设， 依托信息化手段加强监管，
依法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行为；大
力开展取缔和打击非法社会组
织行动，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查处
非法组织借实施国家战略等名
义搞骗钱敛财活动。 ”黄树贤说。

（据新华网）

在 2018 年学雷锋日前夕，根
据公众举报， 民政部门快速、依
法取缔了非法社会组织“中国雷
锋基金会”， 用实际行动维护雷
锋精神的严肃性。

近期，民政部在不断加大执
法力度的同时，积极创新执法手
段，分四批公布了近 300 个涉嫌
非法社会组织名单，鼓励社会公
众提供证据线索。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需
要“你、我、他”的共同努力，深挖
非法社会组织生存土壤的铲子
就在‘你、我、他’手中。 ”民政部
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人在答记
者问时强调。

非法社会组织 “中国雷锋
基金会”被取缔

2018 年 1 月底，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
一家名为“中国雷锋基金会”的
组织在山东省潍坊市从事非法
社会组织活动。 经查，该组织确
未在民政部登记。

民政部一方面迅速责成山

东民政部门依法调查处理，一方
面将其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名单公开曝光，向社会公众征集
证据线索。

山东省民政厅、潍坊市民政
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开展执法
工作。 经调查，“中国雷锋基金
会” 无固定办公地点，1 月 29 日
在山东省潍坊市某酒店召开“会
员代表大会”， 组织方在会上宣
读了“中国雷锋基金会”章程征
求意见稿，收取了一些人员的赞
助费用；组织方还刻制了“中国
雷锋基金会”印章，通过非法网
站、报刊宣传会议情况。 在充分
掌握证据的情况下，潍坊市民政
局依法取缔了该非法社会组织，
向有关人员下达了《取缔决定
书》，并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告。

为什么非法社会组织会大
量存在？

在民政部门大力度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下，不少读者和
网友也提出疑问，为什么非法社
会组织会大量存在？ 为什么屡禁

不止？ 是什么“滋养”了这些非法
社会组织呢？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
人表示， 非法社会组织是社会组
织健康有序发展的破坏力量，是
社会的“毒瘤”。 放在中国社会转
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 非法社
会组织的生存有许多土壤， 有的
土壤还较深厚，这些土壤不铲除，
非法社会组织就难以绝迹。 我们
必须深刻认识到与非法社会组织
进行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一是“知假买假”。 比如，有
的宾馆、饭店明明知道活动的组
织方不合法，发给的牌子也是假
的， 仍愿意花钱买来装点门面；
有的学生家长明明知道非法社
会组织开展的各种竞赛活动没
有实际效果，但为了给孩子增加
入学优先录取的竞争力，仍愿意
花重金买各种证书奖状。 这种现
象在当今社会中还为数不少，凡
此种种都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
了生存的空间。 非法社会组织就
是抓住了少数人对名利的不良
需求，通过精心包装、蹭“热点”、
跟风国家战略，打着“中国”“中

华”“世界” 等名号开展活动，招
摇撞骗，大肆敛财。

二是“借力”生长。 影响较大
的非法社会组织共同的特点，就
是借助社会名流站台，包括政治
名人、企业名人、文化名人、体育
名人等站台，好像自己有了靠山
和保护伞； 借主流媒体宣传造
势，扩大影响，提升自己的知名
度；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会馆场
所开展活动， 往自己脸上贴金，
制造合法的假象。 不少社会公众
缺乏对非法社会组织的辨识意
识和能力， 往往容易上当受骗，
使得非法社会组织的图谋得逞。

三是法治意识淡薄。 有些同
志或组织本来是抱着做好事的
心态去开展活动，但是由于法治
意识淡薄，虽然有明确途径可以
查询或了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的政策法规， 但懒得去咨询了
解， 有的甚至是不屑于了解，抱
着“做好事就没关系”的心态，从
而成为了非法行为。

非法社会组织的根除，既需
要政府机关外科手术式的治理，
更需要社会健康力量的旺盛，更

需要铲除滋养非法社会组织的
种种土壤。

比如，如果我们不去参加非法
社会组织举办的骗人活动，更不去
花重金购买牌匾、 证书之类的东
西，非法社会组织的市场就会越来
越小；还比如，如果我们的新闻媒
体在宣传报道时查验该组织的身
份是否合法，不有意或无意给非法
社会组织当说客、做推销，非法社
会组织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弱；再
比如，如果我们的一些名人能够
自尊、自重、自省、自励，不去给
非法社会组织站台，非法社会组
织就会渐渐失去了靠山； 又比
如， 如果我们的各种公共活动场
所能够增强社会责任感， 不去干

“谁给钱、多给钱”就可以随便租
赁使用的事，非法社会组织圈钱敛
财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另外，如果我们每一个群众
发现非法社会组织线索后都能
及时举报、举证，陷非法社会组
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那么非法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
就会日益萎缩。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等综合）

民政部公布四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