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日前，民政部等
多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铲除非法
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
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引起社会各方广
泛关注。 民政部负责同
志就《通知》有关问题
答记者问，强调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多
方面的工作。

“《通知》的核心精
神和内容可以概括为
‘六不得一提高’，以列
举的方式提出了倡导
性要求和禁止性规范，
再一一对应处理措施，
可操作性强。 ”该负责
人强调。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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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是一项系统工程

“十四五”开局起步
“绊脚石”

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未经民
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
义开展活动的组织，以及被撤销
登记或吊销登记证书后继续以
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还包
括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
的组织。

许多非法社会组织非常狡
猾，绞尽脑汁用各种方式让人信
任其“真实性”和“权威性”，总结
起来一般有以下几种手法：

一是名称让人真假难辨。 很
多非法社会组织往往冠以“中国”

“中华”“全国”“世界” 等名头，有
的在名称上与合法登记的全国性
社会组织仅一字之差， 网页宣传
上抄袭合法社会组织的官网内
容，社会公众难辨真假。

二是活动领域“蹭热点”。
非法社会组织善于打“擦边
球”，往往跟风“军民融合”“乡
村振兴”“疫情防控”等热点，吸
引眼球。

三是组织形式“品种繁多”。
非法社会组织有的以“协会”“促
进会”“联合会”“基金会”等传统
社会组织形式活动；有的以“委
员会”“发展局”“中心”等类似政
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
活动，令人防不胜防。

四是包装宣传“高大上”。 有
些非法社会组织特意在党政机
关办公地附近或附属场所租用
办公场地，有的拉拢一些退休党
政干部或社会名人“站台”“代
言”， 有的找各种媒体为自己进

行宣传“贴金”，用各种手法增加
其“可信度”。

五是用合法外衣做掩护。 有
的非法社会组织千方百计“投
靠” 到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名
下，变身为分支机构；有的与合
法社会组织共同开展活动；有的
想方设法成为事业单位的下设
机构，鱼目混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非法
社会组织历来工于‘蹭热点’，窥
伺国际、国内环境中蕴藏的‘商
机’，以便牟取非法利益，对此，
我们必须警醒。 ”该负责人强调。

据该负责人介绍， 这次民
政部联合有关部门，本着“标本
兼治”的原则，亮利剑、出重拳，
目的就是绝不允许非法社会组
织成为“十四五” 开局起步的
“绊脚石”。

一方面，民政部、中央宣传
部、 中央政法委等 18 个部门将
联合开展为期 3 个半月的进一
步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
行动。 3 月 20 日，召开了进一步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电视电
话会议，向全国进行了动员和部
署。 此次专项行动，是继 2018 年
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开展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以来
的第二次专项行动。 相比第一次
专项行动， 这次行动规模更广、
参与部门更多、 打击力度更强、
措施更严厉，必将对非法社会组
织形成压倒性态势。

另一方面， 民政部联合 21
个部门印发了这个《通知》。 联合

发文参与部门之多、 涉及面之
广、对策之精准，都是前所未有
的，这既说明打击整治非法社会
组织涉及社会方方面面，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也说明各部门
的心是齐的， 认识是一致的，这
对深入持久地打击整治非法社
会组织必将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相
比，非法社会组织飘忽不定，“神
出鬼没”， 但非法社会组织并非

“不食人间烟火”，它们非常需要
宣传渠道、活动场所、资金来源、
网络营销平台以及各色人等的
“捧场”，离开了以上条件的支持
它们是无法存活的。

因此，《通知》 开宗明义，着
眼点是铲除非法社会组织赖以
生存的土壤， 体现了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的思维，找准了非法社会组织的

“七寸”。
比如，如果大家不去参加非

法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对非法
社会组织颁发的奖牌、证书等不
感兴趣、不“知假买假”，非法社
会组织就没有了骗钱敛财的市
场；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社会组
织及人员的活动时，若事先“验
明正身”， 不为非法社会组织背
书，非法社会组织就无处扩大其
影响力；如果党员干部慎友慎独
慎微， 随时随地牢记党纪国法，
依法依规参加社会组织活动，非
法社会组织唬弄公众的“权威背
景”就会灰飞烟灭；如果各种公
共活动场所不“唯利是图”，特别

是一些标志性的会议场馆若不
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活动乐
园”， 非法社会组织就没有了表
演的“舞台”等。

因此，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政府部门有责，社会方方面面
也都有责、有戒，只有社会方方
面面的力量都来共同参与，才可
能真正实现《通知》提出的铲除
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的目标。

《通知》的核心精神和内容
可以概括为“六不得一提高”，以
列举的方式提出了倡导性要求
和禁止性规范，再一一对应处理
措施，可操作性强。

“六不得一提高”基本涵盖
了非法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所需
的必要条件、 必要支撑和养分
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的精准
武器。

非法社会组织具有隐蔽性、
随机性、分散性等特点，“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发现难、取证难，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打击
难度大。《通知》总结以往工作的
经验教训，根据近年来非法社会
组织活动的新特点和新动向，从
切断非法社会组织的营养来源
入手，对非法社会组织开展活动
所需要的场所、空间、宣传渠道、
人员支持等各个环节进行封堵，
对非法社会组织活动可能涉及
到的单位和个人提出明确的禁
止性规定，全面加强对各类合法
主体的管理， 力求通过管住合
法，达到制止非法的目的。 实践
证明，只要“六不得”中涉及的单
位、个人都自觉抵制非法社会组
织，非法社会组织必将因“缺氧”
而慢慢死亡；只要“一提高”提出
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从事非法
社会组织活动的不法分子气焰
必然会受到极大震慑。

为非法社会组织活动
提供便利将受惩处

具体而言，《通知》对相关单
位和人员提出了以下要求：

一是要求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组织不得与非法社会组织有
任何勾连或合作。 针对非法社
会组织寻求合法“保护伞”的特
点， 加大对那些与非法社会组
织沆瀣一气的合法主体的处理
力度。

二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得参
与非法社会组织活动。 主要是提
醒广大党员干部，包括一些离退
休干部要增强甄别意识和警惕
性，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站台”
或“代言”。

三是要求新闻媒体不得宣
传报道非法社会组织活动。 针对
一些新闻媒体未核实被报道者
的身份就进行宣传，导致为非法
社会组织背书的问题，《通知》要
求各级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
融媒体中心、杂志等新闻媒体及
所属网站、新媒体在报道社会组
织活动前，应依据民政部门信息
对其身份真实性、合法性予以核

实，不得宣传报道非法社会组织
活动，不得为其刊登广告；图书
出版单位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
出版宣传册、图书等。

四是要求各类公共服务设
施和场所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
提供活动便利。《通知》对这些设
施、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住宅
小区管理单位等，提出不得为非
法社会组织印发宣传册、张贴宣
传海报或播放电子广告，不得为
非法社会组织提供展销、 会议、
办公场地等要求。

五是要求互联网企业不得
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任何线上
活动便利。 针对非法社会组织活
动线下转线上的特点，要求各互
联网企业强化旗下平台管理，加
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核验，强化
平台信息发布的审核与管理。

六是要求金融机构不得为
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提供便利。 针
对非法社会组织以骗钱敛财为
主要目的的特点，要求金融机构
加强对社会组织客户身份的识
别、本外币账户管理和交易记录
的保存。 对列入民政部门非法社
会组织名单的，不得为其提供开
设银行账户等金融服务。

七是提高非法社会组织的
违法成本。 针对非法社会组织被
取缔后，其责任人却“毫发无损”
的问题，提出有关部门要探索建
立健全对非法社会组织责任人
的信用约束和惩戒机制，提高非
法社会组织活动成本。

《通知》不仅对相关单位和
人员提出了不为非法社会组织
提供活动便利的要求，还对主管
部门应当采取的措施作出了明
确规定。 这些措施既基于部门现
有职责，又根据非法社会组织活
动的特点进行了针对性细化，力
求起到管到位、管根本的作用。

例如，民政部门、市场监管
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要对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与非法社会组
织勾连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
供便利、接受非法社会组织为分
支或下属机构等行为依法依规
依职责进行处罚，对被处罚的社
会组织，要公告包括其业务主管
单位以及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
人在内的处罚信息，纳入社会组
织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
事部门要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
理参加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的党
员干部；宣传部门要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为非法社会组织进行宣
传的新闻媒体和图书出版单位
及责任人；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和
场所经营管理单位的上级主管
部门，要对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
活动便利的相关单位及责任人
严肃处理；网信、电信主管部门
要依法依职责处置非法社会组
织网站和 APP，对为非法社会组
织提供服务且拒不改正的互联
网企业依法处罚； 人民银行、外
汇局等主管部门要对为非法社
会组织提供便利的金融机构依
法依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