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
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违法违规“零容忍”

地方动态

“在9 月 5 日第五个
‘中华慈善日 ’来

临之际，各地民政部门举办
了内容新颖、 形式多样、具
有地方特色、便于群众参与
的慈善活动，持续掀起宣传
热潮，汇聚脱贫攻坚力量。

8月 28日，广东省民政厅举办
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规范收费暨
警示教育大会。会议深入贯彻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行
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 精神，通
过深刻剖析典型案例， 以案为鉴，
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清理
规范广东省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广东全省 100 家行业协会商
会联名倡议， 广东省洁净技术行
业协会等 10 家行业协会商会代
表宣读了《自觉规范收费 树立行
业新风》倡议书并签名，共同表达
了广大社会组织坚决响应号召，
自觉抵制违规收费行为， 弘扬社
会正能量的诚挚愿望。

会议要求， 要坚持强化内部
建设和外部监督管理相结合，推
动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向规范化、
制度化发展。

一是发挥社会组织党组织作
用， 引导和监督行业协会商会规
范收费。 社会组织党组织要发挥
政治引领作用， 教育广大党员群
众遵纪守法， 自觉抵制违法违纪
行为， 引导和监督社会组织依法
执业、诚信从业。

二是完善内部制度， 强化行

业协会商会收费规范和透明度。
各社会组织要规范收费标准和程
序， 合理设定经营服务性收费标
准，加强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社会
和广大会员的监督。

三是落实部门管理责任，建
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监管长
效机制。 各部门要加强密切协同
和联合执法，建立“各司其职、齐
抓共管”的管理格局，切实将国办
《通知》提出的“从严监管、综合施
策、标本兼治”落到实处。

四是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对
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违法违规“零
容忍”。 对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定期曝光，对非
法社会组织要坚决予以打击和取
缔， 对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开展
违法违规活动，坚决从严、从重、
从快予以处理。

会议还指出， 要把落实国办
《通知》作为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规
范发展的一次契机， 不断强化自
身能力建设， 整合资源、 开放共
享、服务多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不断增强活力、合力、实力，
开拓奋进，勇立潮头。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由西藏自治区民政厅批复成
立的、旨在向有需要的个人、家庭、
群体、 组织和社区提供专业化、人
性化的社会工作服务的西藏首家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西藏
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8 月 28
日在拉萨宣布成立。

“作为西藏第一家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我们既感到十分荣幸又觉
得责任重大。 ”西藏星光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理事长拉巴曲宗在当天
举行的成立大会上表示，“未来，我
们将在党和政府的坚强带领和大
力扶持下，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

质和技能，为西藏人民提供优质高
效的社会服务。 ”

“西藏首家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的成立， 顺应了社会工作事
业发展的大潮。 ”西藏自治区民政
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牛玉枝说，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提供专业
社会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 民政部门将千方百计创
造有利条件支持社会工作者个人
和社工组织的发展，为全面小康贡
献力量。 ”

（据新华网）

今年以来，沈阳市民政局不断
强化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进一步加
大依法查处力度， 先后对 69 家违
规的社会组织分别给予警告、责令
整改、限期停止活动、撤销登记的
行政处罚，有效推进了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

沈阳市田径协会等 45 家社会
组织未按规定参加年度检查，根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
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第二十五条，决定对 45 家
社会组织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沈
阳戏迷票友联谊会等 22 家社会组
织连续 2 年未按规定参加年检，并
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未向市民政
局提出书面听证要求，市民政局依

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
关规定， 决定对 22 家社会组织给
予撤销法人登记的行政处罚；沈阳
市啦啦操运动协会因内部治理混
乱、不按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检
查， 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
书》； 沈阳市企业联合会因不按照
规定接受监督检查、未能在规定时
限内完成整改等问题，对其作出了
限期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
并按照《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等规定，将沈阳市啦啦操运动
协会、沈阳市企业联合会分别列入
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

（据《沈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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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持续传递
感受慈善力量

【河北邯郸】

“中华慈善日” 来临之际，
河北省邯郸市民政局早谋划、
早部署、早行动，在全市开展形
式新颖多样、具有地方特色、便
于群众参与的慈善系列活动。

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邯郸市慈善事业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
提出慈善捐赠数额显著提升、
慈善组织数量有序增长、慈善
人才队伍日渐壮大、志愿服务
活动广泛发展、慈善监管体系
基本完备、慈善基础设施全面
完善、慈善文化得到大力弘扬
等 7 个方面 30 项主要工作任
务，确立“政府支持、社会实
施、公众参与、专业运作”的慈
善发展路径，更加全面地推动
邯郸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宣传贯彻慈善法及配套
法律法规， 大力传播扶贫、济
困、助老、救孤等慈善理念，发
现挖掘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各
界人士及感人故事， 由市民政
局主办、邯郸日报社协办，于 8
月 11 日至 8 月 31 日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慈善在身边”主
题征文和慈善知识竞赛活动。

【山东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紧紧围绕
“决战脱贫攻坚、 助力疫情防
控”主题，充分运用“传统媒
体+新媒体”传播手段，有机整
合“线上+线下”宣传渠道，积
极开展“庆祝‘中华慈善日’
‘怡善青岛 大爱无疆’” 系列
活动，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慈善事业，促进慈善事

业健康持续发展。
组织动员青岛市慈善 e 站

积极开展庆祝“中华慈善日”
宣传活动。 青岛市慈善 e 站辛
家庄社区开展了“庆祝‘中华
慈善日’‘怡善青岛 大爱无
疆’”主题宣传活动，慈善工作
者现场向社区居民阐释慈善
法、普及慈善知识、宣传“中华
慈善日”标志，并围绕“中华慈
善日”和慈善法相关知识开展
了互动问答，向社区居民发放
了慈善法、《青岛市慈善活动
指引》 和慈善知识宣传折页，
共同唱响《青岛慈善之歌》，讴
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公
益慈善精神。

多措并举积极开展线上
庆祝“中华慈善日”宣传活动。
联合青岛广播电视台推出庆
祝“中华慈善日”系列报道，宣
传慈善法、“中华慈善日”标志
和慈善典型；在相关报刊开辟
庆祝“中华慈善日”专栏，积极
倡导慈善事业人人参与的社
会新风尚； 以微信公众号、青
岛市慈善 e 站为平台，通过制
作“怡善的情怀 感召着这片
海”“怡善故事汇 我慈善我快
乐”动画视频等形式，对慈善
法及慈善政策法规、公益慈善
先模、慈善工作成果等进行了
广泛宣传， 充分放大慈善声
音，凝聚慈善力量，营造出崇
德向善的浓厚慈善氛围。

【广东】

9 月 3 日上午，以“决战脱
贫攻坚，助力疫情防控”为主题
的广东省暨广州市第五个“中
华慈善日” 活动启动仪式在广
州举行。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民
政厅、广州市民政局主办，广州
市慈善服务中心、 广州市慈善
会、 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
委员会、 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
会、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承办。

启动仪式上，广东省民政
厅联合广东省慈善总会、广州
市慈善会等 100 家慈善组织
发出《决战脱贫攻坚 助力疫
情防控 积极开展第五个“中

华慈善日”活动倡议书》，号召
广大爱心企业、 爱心团体、爱
心人士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
起社会责任， 将慈善资源和爱
心力量的涓涓细流汇入决战脱
贫攻坚、 助力疫情防控的巨大
浪潮中，汇聚强大合力，积极推
动广东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 还为广州市新设立的社
区慈善基金、慈善空间授牌，发
布《广州市慈善资金监管实践
与探索》和广州地区 2019 年度
慈善组织透明度排行榜榜单，
围绕“疫情环境下的慈善组织
信息公开及慈善公信力建设”
进行了主旨演讲和圆桌对话。

【海南】

2020 年海南省“中华慈善
日”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
以“决战脱贫攻坚，助力疫情
防控”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重要讲话精神，迎
接第五个“中华慈善日”，贯彻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大力弘扬慈善文化，积极
营造慈善氛围。

启动仪式上，省红十字会、
省慈善总会、省青少年基金会、
省残疾人基金会、 省乡村教育
发展促进会、省友善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省义工互助协会、省小
动物保护协会、省蓝丝带海洋环
境保护协会等单位和社会组织
在海口市万绿园开展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宣传、社工知
识宣传、志愿服务宣传、禁毒宣
传、人道救助宣传、环境保护宣
传、动物保护宣传等形式多样、
内容详实的现场活动。

2020 年海南省“中华慈善
日”活动启动后，各市县将陆
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慈善主题活动。 通过省市联动
的方式，深入宣传《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 大力弘扬慈
善文化， 增强社会慈善意识，
为海南省慈善事业的健康发
展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据微信公众号“中国民政”）

2020 年海南省“中华慈善日”活动启动仪式

西藏：
首家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成立

沈阳：
对 69家社会组织给予行政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