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 0 月 20 日，民政部办
公厅发布公告，邀请

社会各界就“十四五”民政事
业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作为慈善事业、 社会组
织、 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主管
部门，“十四五” 民政事业发
展规划的制定， 无疑对这些
领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十四五期间慈善事业 、
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等领域
的发展目标和具体工作会有
哪些呢？对比《民政事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下简
称十三五规划），期待大家提
出相应的建议。

■ 本报记者 王勇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征集意见

２０20．10.27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News 05新闻

发展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方面，《民政事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一
系列目标，这些目标有的已经实
现，有的需要进一步完善。

1.慈善组织方面，十三五规
划提出，建立实施慈善组织登记
认定、 年度报告和信息公开制
度。 建立公开募捐资格许可制
度，规范公开募捐行为。 保障慈
善财产合法使用，确保实现慈善
组织宗旨。 推动完善慈善组织内
部治理，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
的内部管理制度，有效发挥决策
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职
能作用。 协调落实优惠政策和支
持条件，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参与
慈善活动。

上述目标和工作到 2020年底
已经基本完成。 那么，已经建立的
制度是否落实了，在实施过程中有
没有发现需要改善的地方，这些需
要在十四五期间予以解决。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慈善法》 的执法检查报告就提
出， 目前， 慈善组织的质量、数
量、结构等与立法预期相比还存
在一定差距。

慈善组织培育有待加强。 慈
善组织所享受的政策“含金量”不
高， 慈善组织获得政策优惠力度
与一般社会组织没有明显差别。

2.慈善参与方面，十三五规
划提出，创新慈善载体，探索知
识产权收益、技术、股权、有价证
券等新型捐赠方式。 积极发展慈
善信托，协调制定慈善信托相关
管理办法。 完善经常性社会捐助
体系，推进慈善超市和社会捐助
站点运营机制改革。 加大捐赠废
旧纺织品综合利用，支持建立一
批废旧纺织品再生基地。

目前， 股权捐赠的制度体
系、 优惠政策已经初步建立，但
知识产权收益、技术、有价证券
等新型捐赠方式还很少见。

《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已经
发布施行。 同时，慈善信托从零
起步， 截至 6 月 30 日， 增长到

420 单， 合同金额达 32.58 亿元。
相对于每年一千亿左右的捐赠，
这一规模还有待提高。

十四五期间， 这些工作该如
何推动，需要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3.慈善监管方面，十三五规
划提出，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构
建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
管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 依托
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指导慈
善行业组织建立健全行业规范，
加快统一信用代码建设。 畅通社
会公众对慈善活动的监督渠道，
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依法及
时查处慈善领域违法行为。 强化
政府监管， 推行双随机抽查、约
谈、审计、专项检查等监管手段。
健全慈善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
建立慈善组织及其负责人信用
记录制度。 完善日常监督检查制
度，强化源头监管和日常执法。

在规划的指导下，民政部门
在十三五期间加强了慈善监管，
规范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下一步
该如何做？

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慈
善监管方面的问题在于监管不足
与监管过度并存。 一是监管力量
不足；二是监督力度不够；三是监
管制约过度；四是行业自律薄弱。

加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从登记、管理、监管、社
会监督等四个方面对加强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提出了目标。 其中
哪些目标在十四五期间需要继
续提出呢？

1.登记制度方面，十三五规
划提出，制定直接登记的社会组
织分类标准、界定依据和具体办
法。 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
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
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对直接登
记范围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继
续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
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 建
立健全国际性社会组织登记管
理制度，引导在优势领域成立国
际性社会组织，做好我国社会组
织参与国际活动有关工作。 加强
涉外社会组织规范管理。

2.管理制度方面，十三五规
划提出， 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
的管理， 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任
职、约谈、从业禁止等管理制度。
加强对社会组织资金的监管，推
行社会组织抽查审计制度， 提高
社会组织财务管理水平。 加强对
社会组织活动的管理， 施行常态
化的事中事后监管， 建立社会组
织“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并与
社会组织税收优惠、 承接政府转
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等挂钩。 健全
社会组织退出机制， 完善社会组
织清算、注销制度，保障社会组织
资产不被侵占、私分或者挪用。

3.社会监督方面，十三五规
划提出， 鼓励支持新闻媒体、社
会公众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建
立非法社会组织曝光平台。 制定
实施各类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办

法， 探索建立社会组织年度报告
制度， 规范公开内容、 机制和方
式。探索建立专业化、社会化的第
三方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社会组
织第三方评估机制。 建立对社会
组织违法违规行为及非法社会组
织投诉受理和奖励机制， 依法向
社会公告行政处罚和取缔情况。

上述目标已经陆续得到落
实，但目前没有体系化。慈善法执
法检查报告提出， 要尽快完善配
套法规政策。以《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为基础，制定统一的《社会组织管
理条例》，为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和
内部治理提供具体依据。

《社会组织管理条例》制定
的相关工作是否可以写入十四
五规划呢？

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

在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
方面，《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提出了大量的扶持政
策，要求加强人才建设，推动社
会组织依法自治，十四五期间是
否会延续呢？

1.扶持方面，十三五规划提
出， 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
系，逐步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
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在购买民
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等
公共服务项目时，同等条件下优
先向社会组织购买。 继续开展中
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服务项目，带动地方财政和社会
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
务。 推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
职能，完善税收政策体系和票据
管理制度。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
加大对符合条件社会组织的金
融支持力度，拓宽社会组织筹资
渠道。

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更加科
学合理，规模不断扩大，需要更
多的建议与意见。

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提出，
落实税收优惠、购买服务、用地、
金融等支持政策。 积极将公益慈

善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事项纳入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支持
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向社会提
供服务。

这些是否可以写入十四五
规划呢？

2.人才建设方面，十三五规
划提出，把社会组织人才纳入国
家人才工作体系和国家专业技
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鼓励社会
组织有序参与人才资源开发和
人才引进， 到 2020 年社会组织
新增就业人数 340 万人。加强社
会组织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和技能人才培养， 打造高素质、
专业化、 职业化社会组织人才
队伍。 扩大社会组织专职工作
人员比例，推动秘书长职业化。
推动社会组织专业人员、 社会
团体会员管理员及劝募员职业
体系建设。 建立社会组织负责
人培训制度， 实施社会组织秘
书长培训工程。 提高社会组织
从业人员薪酬待遇，完善社会组
织人才引进渠道，增强社会组织
吸纳就业能力。

以慈善组织为例，慈善法执
法检查报告指出，当前，慈善组
织工作人员社会认同度低，职业
评价体系不健全，限薪政策阻碍
了慈善行业吸引和留住高级管
理人才。检查过程中，100 余家慈
善组织有三分之一员工流动性
较强，连续任职超过 3 年的员工
数量比例低于 50%。

报告建议，完善慈善从业人
员的职业评价体系，拓宽职业晋
升渠道和发展空间。 建立符合法
定要求、市场规律且具备激励作
用的阶梯式薪酬待遇标准，解决
慈善从业人员薪酬水平总体偏
低的问题，提升慈善行业对专业
人才的吸引力， 打造一支高素
质、复合型的慈善人才队伍。

以上建议是否可以下十四
五期间落实，还是需要更多的时
间呢？

社会工作大发展

在专业社会工作方面，《民

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提出以下目标和工作：

推动专业社会工作立法进
程， 逐步完善综合政策引领、专
项政策配套、行业标准支撑的社
会工作制度体系。 逐步健全学历
教育、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有机
结合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逐步完善初中高级紧密衔
接、科学合理的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激励保障政策，到 2020
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占全国总人
口的比例达到 1‰以上。 加强专
业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建设， 在城
乡社区公共服务平台、 相关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中开发设置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 大力发展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力争达到 1万家。面
向城乡基层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
点，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社
会工作行业组织。 完善政府购买
社会工作服务制度， 推进脱贫攻
坚、防灾减灾、职工帮扶、婚姻家
庭、精神卫生、社区矫正、残障康
复等重点领域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发展。实施以农村留守人员、城市
流动人员、 特困人员等为重点的
社会工作服务重大工程项目。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10 月 17
日， 民政部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
了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推进会。 民政部部长李
纪恒指出，力争“十四五”末，实现
乡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村(社区)
都有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 社会
工作的作用得到更加充分发挥，
社会工作者地位得到普遍认可。

李纪恒要求， 要按照增强基
层民政服务能力和推进乡镇 (街
道)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融合
发展思路，制定完善相关规划，找
准发展路径，加快出台配套政策。

这些新要求新目标是否会
纳入十四五规划呢？

推动慈善事业、 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等的发展需要每一个
人的参与。 民政部办公厅的公告
表示，即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15
日，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邮寄
信件等方式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