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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直登社会服务机构签署诚信自律承诺书
� � 8 月 3 日上午， 民政部组织
开展了“民政部直接登记社会服
务机构诚信自律承诺书”集体签
署仪式。 30 家在京民政部直接登
记社会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参
加仪式并现场签署了“诚信自律
承诺书”，民政部党组成员、社会
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出席签
署仪式并讲话。

詹成付在讲话中指出，民政
部专门组织这次“诚信自律承诺
书”签署仪式，主要有三个目的：
一是向全国宣誓民政部直接登
记社会服务机构自觉遵守“诚信
自律承诺书” 的信心和决心，推
动各民政部直接登记社会服务
机构将“诚信自律承诺书”的各
项规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
是充分展现民政部直接登记社
会服务机构的示范带动作用，给
省、市、县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
社会服务机构作出表率，形成一
级带一级、一级看一级、相互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推动整个社
会服务机构队伍诚信自律水平
不断提升。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
向全社会广而告之，全面加强社
会监督，着力打造“诚信受褒扬、

失信受惩戒”的良好环境，推动
社会服务机构以诚信自律赢得
社会的信任和支持。

对于社会服务机构的整体
定位和改革发展，詹成付在讲话
中围绕“我是谁”、“为了谁”、“依
靠谁”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
阐述和回答。 第一，关于“我是
谁”。 从性质上看，社会服务机构
属于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
立的捐助法人， 具有非营利性、
公益性、 服务性等基本特征，社
会服务机构要做到诚信自律必
须坚守捐助法人的法律规定。 第
二，关于“为了谁”。 社会服务机
构作为捐助法人，其设立目的是
为了发展公益事业，也就是要致
力于尽可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
优质的公共服务，致力于尽可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社会服务机构要做到诚信
自律必须坚守设立时的“初心”
和宗旨。第三，关于“依靠谁”。社
会服务机构要实现自身宗旨和
公益目的， 必须要内外结合、共
同发力，一方面要依靠包括社会
组织党的建设在内的自身建设，
提升自律自治水平；另一方面要

依靠外部约束和监督，靠制度形
成刚性约束。 最后，詹成付希望，
每一个民政部直接登记社会服
务机构， 都要时刻牢记“我是
谁”、“为了谁”、“依靠谁” 这个
三个问题的答案， 要以更加强
烈的历史使命感、 更加昂扬奋
进的精神状态， 以对事业的热
情、对工作的激情、对群众的深
情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要力争
成为有效承担服务职能、 提供
一流服务的品牌性社会服务机
构， 力争成为全国 42.5 万家社
会服务机构这座“金字塔”塔尖
的一面旗帜。

签署仪式上，中诚公益创投
发展促进中心、福棠儿童医学发
展研究中心代表，围绕如何自觉
自愿遵守“诚信自律承诺书”作
了发言；中联肝健康促进中心代
表所有到场社会服务机构宣读
了“诚信自律承诺书”。 行走中国
公益俱乐部、云海画院、当代社
区发展与治理促进中心、当代书
法篆刻院、 大医慢病研究院、明
德公益研究中心、天恩蒙特梭利
教育研究院、新世纪管理科学与
工程研究院、中保养老服务教育

学院、蓝智海洋生态技术研究中
心、 中联口述历史整理研究中
心、 至德企业文化发展中心、中
善公益促进中心、新华青少年儿
童食品质量研究发展中心、现代
职业教育研究院、品牌中国战略
规划院、 积水潭骨科医学研究
院、 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
心、 杏霖妇科内分泌研究院、中

安安全工程研究院、科信食品与
营养信息交流中心、 泛海美术
馆、金台文院、朝阳行动乡村服
务创新中心、 民生书法艺术馆、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赛思健
康科学研究院等民政部直接登
记社会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参加了仪式。

（据民政部网站）

近日，民政部对中国广告协
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
商业联合会等 3 家社团违规涉
企收费的行为作出警告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三家社团的违规行为都发
生在评选活动中。 这一行政处罚
再次警示社会组织，评选活动是
不得随意举办的，也不得向评选
对象收取任何费用。

对于广大参评者来说，也一
定要认清这一点，不要随意参加
各类评选，以免得不偿失，甚至
上当受骗。

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
彰活动

民政部发布的消息指出，中
国广告协会违规开展了 2017 年
“艾菲奖”评选活动，中国商业联
合会违规开展了 2015 年、2016
年“全国诚信兴商双优示范单
位”和 2016 年“全国商业质量品
牌示范单位”评选活动。

两家社会团体违反的规定
是《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管理暂行规定》。

《暂行规定》明确指出，社会
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需
要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

审查事项应当包括：项目名
称、理由依据、评选范围、评选数
量、奖项设置、评选条件、评选程
序、奖励办法、活动周期和经费
来源等。

业务主管单位则还要按归
口请示上级党和政府批准。 批准

之后才可以开展评选活动。
《暂行规定》还强调 ，评比

达标表彰项目或奖项的名称前
应当冠以社会组织名称， 未经
批准不得冠以“中国”、“全国”、

“国际”、“世界” 或其他类似字
样。

已经批准设立的社会组织
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如需变更名
称、评选范围、奖项设置、活动周
期等内容，还要提出申请，按照
原审批程序进行审查。

中国广告协会、中国商业联
合会作为全国性社会组织，开展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需要由业务
主管单位按归口分别请示党中
央、国务院。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
工作协调小组征求民政部意见
并进行审核后，按程序报请党中
央、国务院审定。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

调小组每年原则上对全国性社
会组织申报的评比达标表彰项
目进行一次集中审核。

2015 年，经中央领导同志批
准同意，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公布了修订后
的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
目录。

社会组织未经批准，擅自在
保留项目目录以外开展评比达
标表彰项目的， 其颁发的奖项、
荣誉一律无效。

从该目录中可以看到，中国
广告协会保留的评比达标表彰
项目是 2 年一次的先进广告协
会和优秀广告协会工作者评选，
并没有“艾菲奖”评选活动。

中国商业联合会保留的是 5
年一次的全国商贸流通服务业
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评选，3 年一次的商业质量奖，

没有“全国诚信兴商双优示范单
位”、“全国商业质量品牌示范单
位”评选。

不得向评选对象收取任何
费用

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除了需要事前得到批准
之外，《暂行规定》 还特别强调，
要坚持非营利性原则，不得向评
选对象收取任何费用，不得在评
选前后收取各种相关费用或者
通过其他方式变相收费，不得以
任何形式与营利性机构合作举
办或者委托营利性机构举办。

民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中
国广告协会、中国商业联合会在
开展上述评选活动中均收取了
费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同样
在开展 2015 年、2016 年“中国机
械工业科学技术奖”评选活动的
过程中违规收取费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这
一行为还违反了《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的规定，该《条例》第
七条规定社会力量设立的面向
社会的科学技术奖，在奖励活动
中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暂行办法》规定，社会组织
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有违法
违规情形的，以及社会组织未经
批准擅自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的， 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停
止， 并可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
罚。

与此同时，这三家机构都是

社会团体，《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也规定：社会团体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
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
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 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据此，民政部对中国广告协
会作出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118 万余元的行政处罚； 对中国
商业联合会作出警告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 43 万余元的行政处
罚；对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作出
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28 万余
元的行政处罚。

同时，依据《社会组织信用
信息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自
行政处罚生效之日起，民政部将
以上 3 家社团列入社会组织活
动异常名录。

这意味着除了被没收违法所
得之外， 这三家社会组织将不得
优先承接政府授权和委托事项、
获得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
目、获得资金资助和政策扶持、推
荐获得相关表彰和奖励等。

民政部强调，将进一步加大
对社会团体违反规定收取会费、
强制收费、 评比达标表彰收费、
利用政府名义或政府委托事项
为由擅自收费等违规收费行为
的查处力度。

这对参与评选的机构和个
人来说，也是一个提醒：不是什
么评选都可以参加的，尤其是收
费的评选更是要提高警惕，以免
花钱买到了无效的奖项！

三家社团因违规评选、收费被民政部处罚，评选活动谨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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