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03新闻
２０19．6.25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2020年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基本完成
� � 近日，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
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办公室发
布《关于做好全面推开地方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和行业协会商会要全面实施
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 确保
省、市、县各级行业协会商会与
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在 2020 年底
前基本完成。

6 月 19 日， 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办
公室在京举办了全面推开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工作动员部署暨专题培训班。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连维良自培训班上强调，
重点要抓好“先立后破”、“先接
后脱”、“先免后任”、“先公示后
规范”四方面工作：

一是要做好政策制度的先
立后破， 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
要求，及时对配套政策进行修订
和细化，同时要做好新旧政策的
衔接；

二是要做好脱钩事项上的
先接后脱，脱钩实施前，有关部
门要在党建关系、 资产管理、人
员安置等方面提前做好接收准
备工作，确保顺利有序交接；

三是要做好党政领导干部
的先免后任，除中组部另有规定
的以外，凡不符合要求的，要先
按规定履行免职手续；

四是要推广落实先公示后
规范的综合监管模式，将事前信

息公开与事中事后监管相结合，
通过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同
时结合脱钩工作开展协会规范
化建设。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
部门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的实施意见》的要求，脱钩的主
体是各级行政机关与其主办、主
管、联系、挂靠的行业协会商会。
其他列入公务员法实施范围和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与其
主办、主管、联系、挂靠的行业协
会商会，参照意见执行。

同时具有以下特征的行业
协会商会纳入脱钩范围： 会员
主体为从事相同性质经济活动
的单位、同业人员，或同地域的
经济组织；名称以“行业协会”、
“协会”、“商会”、“同业公会”、
“联合会”、“促进会” 等字样为
后缀； 在民政部门登记为社会
团体法人。

凡是符合条件并纳入改革
范围的行业协会商会，都要与行
政机关脱钩， 加快成为依法设
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
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

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
改革由民政部牵头落实，地方行
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由各级脱
钩联合工作机制负责落实。

《通知》进一步明确，由各省
（区、市）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工作组（以下简称各省工
作组）负责本地区全面推开脱钩

改革工作的具体落实。凡是符合
条件的行业协会商会，原则上都
应纳入脱钩改革范围，按照“五
分离、五规范”的要求与行政机
关脱钩， 加快成为依法设立、自
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
为自律的社会组织。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各省
工作组要将全面推开脱钩改革
的具体安排报送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办
公室（分送国家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下同）备案。脱钩改革具体
安排要包括本省（区、市）脱钩行
业协会商会数量、 进度安排、工
作举措等内容。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各省
工作组要对本省（区、市）全面推
开脱钩改革工作情况进行中期
评估，并向联合工作组办公室报
送中期评估情况报告，包括脱钩
改革进展、取得积极成效、创新
经验做法、存在问题困难以及下
一步工作安排等内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各
省工作组要全面完成本省（区、
市） 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工
作，并以各省工作组名义向联合
工作组报送总结报告，同时填报
《省一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单位
完成情况表》、《市、 县级行业协
会商会脱钩单位完成情况汇总
表》和《未纳入脱钩改革范围的
行业协会商会名单》。

各地要按照“应脱尽脱”原
则列出脱钩协会商会名单，把包

括枢纽型行业协会商会在内的
符合条件的协会商会都纳入改
革范围。 确定脱钩名单时，要认
真评估论证协会商会本身情况。
暂不列入脱钩名单的全国性行
业协会商会，是结合实际情况作
出的例外安排，地方性协会商会
不宜做简单比照。如个别协会商
会确有必要暂不列入脱钩名单，
须有充分理由，并经省工作组研
究确定。

各地要把加强党建工作作
为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的重
中之重。 各级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机构要切实加强对行业协会
商会党建工作的领导， 在脱钩
改革中同步健全党的组织、同
步加强党务工作力量、 同步完
善党建工作体制、 同步推进党
的工作， 全面加强党对行业协
会商会的领导， 确保脱钩过程
中党的工作不间断、 党组织作
用不削弱。

各地要在全面推开脱钩改
革过程中，同步建立和完善政府
综合监管体系， 推动各级组织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民
政、外事、财政、税务、审计、价
格、 市场监管等相关职能部门
和行业管理部门切实履行综合
监管职责， 有效发挥综合监管
作用。 对于直接登记的行业协
会商会， 要通过全面推开脱钩
改革将其纳入综合监管范围，
严格参照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
进行管理。

6 月 20 日， 全国儿童福利
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这个主题，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
工作和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 认真落实第十四次全国民
政会议部署， 分析儿童福利工
作当前面临形势， 研究明确新
时代儿童福利工作职责使命、
重点任务， 就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儿童福利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
树贤出席会议并讲话， 湖南省
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出席会
议并介绍湖南省儿童福利工作
经验，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高晓兵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儿童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
刻阐明了新时代儿童福利工作
的职责使命和宗旨理念、 政策
原则、目标任务、措施方法等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新时代
儿童福利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中央、国务
院对儿童福利工作作出了重要
部署，相关法律明确民政部门在
儿童兜底监护等方面的职责，为
儿童福利工作提供了有力依据，
对儿童福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做
好新时代儿童福利工作的重大
意义，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统
一思想认识， 提高政治站位，不
断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
感和紧迫感。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级民
政部门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积
极履职，主动作为，儿童福利政
策体系不断健全，构建了以孤儿
基本生活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困境儿童保障、儿童收
养等方面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为主体， 涉及儿童生活保障、医
疗、教育、监护及儿童福利机构
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儿
童福利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层层建立健全了由党委、政府领
导牵头的领导协调机制；资金投
入不断加大， 服务范围不断拓
展，工作能力不断加强，初步建
成了覆盖所有区县的儿童福利

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
务体系， 织成了覆盖乡镇（街
道）、村居的儿童福利工作网络。
但同时儿童福利工作仍存在不
少薄弱环节，面临新的形势和任
务，需要用更高水平、更富成效
的工作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儿童
福利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政工作及儿童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第十四次全国
民政会议部署，扎实工作、开拓
创新，强力推进新时代儿童福利
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中国
特色儿童福利服务保障体系。要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完善中国特
色儿童福利制度体系；要强化兜
底保障，牢牢守住儿童生存发展
底线；要明确各方职责，建立健
全儿童关爱保护体系；要坚持主
动作为，扎实推进儿童福利基础
设施建设； 要坚持深化改革，不
断惠及更多的儿童。

会议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
充分认识儿童福利工作的长期
性、复杂性、系统性，结合儿童

福利工作涉及面广、 工作链条
长的特点， 推进建立健全儿童
福利工作领导体系、工作机制。
要统筹使用好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专项资金， 强化儿童福利资
金保障；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
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 发挥联
动效应，凝聚强大合力；要建设
儿童福利工作人才队伍， 全面
提升儿童福利工作队伍能力和
专业水平； 要加强儿童福利领
域作风建设， 不断深化与人民
群众血肉联系，把党和政府的关
爱送到儿童身边。

北京、江苏、江西、山东、湖
南、广西、贵州等地民政部门负
责同志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 湖南省
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
划单列市民政局、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民政局有关负责同志，
民政部机关有关司局、 直属单
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各设区市
民政部门通过卫星广播收看会
议实况转播。

（据民政部网站）

全国儿童福利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