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俊海

� � 一、 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
间的初心是运用法治思维推动
社会组织可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各类社会
团体、 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
等社会组织进入了大发展大繁
荣的黄金时期。 据统计，全国登
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已超 90 万
个， 总数量比十八大以前几乎
翻了一番， 且已遍布所有行业
和各个领域。 社会组织的整体
规模稳步增长， 社会组织的竞
争力和凝聚力也持续增强，对
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
新社会治理和激发社会活力等
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值得
充分肯定。

虽然社会组织的主流是好
的，但非法社会组织浑水摸鱼、
以假乱真、 唯利是图的乱象侵
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危
害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有
些非法社会组织未经民政部门
登记，擅自以“高大上”的名头
甚至“国字头”“宇宙级”的社会
组织名义开展活动。 有些社会
组织虽然曾经办理设立登记手
续， 但在被依法撤销登记或吊
销登记证书后，依然有人“借尸
还魂”，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招
摇撞骗、混迹江湖。也有些尚处
于筹备期间的社会组织筹备组
或发起人擅自开展筹备以外
的敛财聚资等不法活动。 少数
个人和单位由于缺乏对法律
的信仰与敬畏之心，还存在着
屡罚屡犯的不良现象。 非法社
会组织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
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引发了
诚信株连后果，甚至贬损了合
法社会组织公信力，出现了“好
人受气、 坏人神气”“劣币驱逐
良币”“李逵干不过李鬼” 的逆
淘汰现象。

不激浊， 难以扬清。 不惩
恶，无以扬善。《通知》的初心和
使命不是限制合法社会组织的
发展壮大， 而是通过清除非法
社会组织杂草， 推动合法社会
组织可持续健康发展， 提升合
法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竞争
力。 为全面落实《通知》精神，铲
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的工
作必须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常

态化、专业化、社会化、智能化
的法治轨道。 为增强净化社会
组织生态空间法治工程的透明
度和可预期性， 有关部门必须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永
保法治定力，避免“运动式”“刮
风式”执法。

二、党员干部要洁身自好 ，
带头远离非法社会组织

公权力本身蕴涵着公信
力。 不少非法社会组织为了“拉
大旗作虎皮”，经常拉拢一些领
导干部出面站台鼓掌， 提供信
用背书。 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
退休党政干部虽然热心社会公
益事业，但由于缺乏法治观念，
没有养成辨别社会组织身份真
实性、合法性的自我保护意识，
往往对一些非法社会组织的邀
请来者不拒或者半推半就，结
果稀里糊涂地当上了非法社会
组织的会长、 名誉会长或高级
顾问。 由于有领导干部出席非
法社会组织的活动， 一些正规
媒体也放松了警惕之心， 并慷
慨地对此进行大篇幅报道。 媒
体防线失守后， 不明真相的群
众也很容易出于对领导干部和
新闻媒体双重信用背书的信任
而陷入非法社会组织精心布局
的圈钱陷阱。

上梁不正下梁歪。 鉴于领
导干部是国民表率，《通知》明
文禁止党员干部参与非法社会
组织活动，并为其“站台”或“代
言”。 违者，凡涉嫌违纪和职务
违法犯罪的， 一律移送纪检监
察机关、 组织人事部门依规依
纪依法严肃处理。 旗帜之鲜明，
值得肯定。 为远离晚节不保的
声誉风险， 建议党员干部参加
各类社会组织活动时警钟长
鸣， 自觉增强甄别真假社会组
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坚决远离非法社会组织及其不
法活动。 既不担任会长、秘书长
等领导职务， 也要谢绝担任顾
问或咨询委员等名誉职务。 有
些领导干部误以为非法社会组
织找自己“站台”是由于自己才
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个人魅力，
而与自己的官职无关。 其实，非
法社会组织看中的根本不是这
些领导干部肚子里的学问，而
是其头上的乌纱帽和体制内身

份，领导干部对此不可不察。
我国的人情文化传统很

深。 同乡、同窗、战友、老部下、
老上级等人情牌很容易模糊领
导干部的视线， 这也是一些领
导干部不好意思拒绝为非法社
会组织站台的主因。 若加上会
议礼品和车马费的诱惑， 一些
领导干部更会却之不恭， 结果
越陷越深，参会成瘾。 建议领导
干部慎独自律，并看好身边人，
尤其是配偶、 子女、 秘书和司
机。 应当说，大多数领导干部参
加社会活动的初心是端正、纯
洁的，主要动机是发挥余热，助
力公益。 但因急于求成，投错庙
门，结果不但没有促进公益，反
而损害公益。

三、 新闻媒体要成为非法
社会组织的啄木鸟

媒体的生命在于公信力。
新闻媒体是社会组织法律规则
的广播员， 是推进社会组织法
治化、 诚信化、 人民化的轻骑
兵，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是非
法社会组织的“啄木鸟”，是行
政监管者与自律监管者的得力
助手，是决策者的“千里眼”，是
百姓的“顺风耳”，是社会和谐
的减震器。 因此，新闻媒体无论
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
恪守新闻伦理， 既要做新闻上
的明白人， 也要做法律上的明
白人， 不能为吸引眼球或收取
广告费而为非法社会组织鸣锣
开道、擂鼓助威。 基于新闻媒体
的公益性，《通知》 禁止新闻媒
体宣传报道非法社会组织活动
或为其刊登广告，此处的“宣传
报道” 特指为非法社会组织树
碑立传的正面宣传。

公器不能私用。 为避免啄
木鸟被非法社会组织俘获为学
舌鹦鹉， 媒体应强化采编人员
的社会组织法规政策培训，完
善新闻采访前的前置性尽职调
查程序，避免因被“山寨”社会
组织所忽悠而沦为公众笑柄。
一些不法社会组织故意研究媒
体关注的趋势性热点新闻，进
而通过蹭热点新闻的手法轻而
易举获得媒体的点赞和转发。
鉴于有些非法社会组织通过支
付巨额的广告费和版面费开路
而获得正面推广， 为避免瓜田

李下的利益冲突， 建议媒体内
部设置新闻报道和广告运营部
门之间的防火墙， 避免新闻报
道活动受到广告利益的驱动。
无论是直接的广告， 还是隐形
的有偿新闻， 媒体都应保持方
正气节，不为金钱利益所动。

四、 互联网企业要和非法
社会组织切割利益关系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
网。 互联网平台企业是经营者
与消费者之间缔结与履行合同
的特殊居间机构， 是电商市场
存续发展的必需中枢。 平台搭
建网络交易设施， 制定交易规
则与格式条款，遴选交易平台，
提取交易大数据， 并直接受益
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成
果。 平台作为市场开办者与自
律监管者， 有权也有义务基于
平台与经营者及消费者之间的
三角契约关系， 主动为公众站
好岗，放好哨，把好关，从源头
上杜绝非法社会组织利用网络
平台开展不法交易活动。

魔鬼藏在细节里。为从源头
遏制非法社会组织入驻平台，平
台企业应完善风险控制体系，认
真核验与其开展合作的社会组
织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真实登记
信息。 及时登录“中国社会组织
政务服务平台”或“中国社会组
织动态”政务微信，通过社会组
织名称核实其是否为合法登记
的组织，易如反掌，不会加大平
台的经营成本。社交平台企业虽
不直接从事电子商务交易，但由
于获取流量和收取广告费是其
核心盈利模式，此类互联网企业
也应爱惜自己的羽毛，自发抵制
非法社会组织。

五、市场有眼睛，法律有牙齿
法律责任制度的本质是违

法定价制度。 非法社会组织滋
生蔓延的主要病灶在于“三高
三低”：一是失信收益高、失信
成本低、 失信收益高于失信成
本；二是守信成本高、守信收益
低、守信成本高于守信收益；三
是维权成本高、维权收益低、维
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 因此，
《通知》强调，“进一步提高非法
社会组织的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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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推进实施信用监管和惩戒，研
究制定对非法社会组织责任人
在投融资、进出口、出入境、招
投标、 获得荣誉、 生产经营许
可、 从业任职资格等方面更严
格的措施”。

为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环
境，必须从“三升三降”上下功
夫：一是提高失信成本，降低失
信收益， 确保失信成本高于失
信收益；二是提高守信收益，降
低守信成本， 确保守信收益高
于守信成本； 三是提高维权收
益，降低维权成本，确保维权收
益高于维权成本。 用“三升三
降” 迫使社会组织及其背后的
实际控制人重新校准自己的价
值观，转变行为模式，自觉避免
未来的失信行为。 因此，“三升
三降”是激励守信、遏制失信的
良药。 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解
释与适用必须以教育、 警示和
阻遏的效果作为衡量标准。

诚信有价。 建议把信用责
任（失信惩戒）纳入法律责任体
系，使其作为与民事责任、行政
责任与刑事责任比肩而立的第
四类新型独立法律责任。 信用
责任具有人格信用减损性、行
为能力剥夺性、 三大责任补强
性、失信预防前瞻性、惩戒手段
综合性、惩戒措施联动性、失信
行为警示性、 诚信文化教育性
与公众心理慰籍性。 建议以民
政部门基于《社会组织信用信
息管理办法》 建立的全国社会
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为抓
手， 建立健全 24 小时全天候、
360 度全方位、跨地域、跨部门、
快捷高效、 同频共振的非法社
会组织及其责任人失信惩戒体
系。 为鼓励责任人见贤思齐、改
过向善， 建议允许与鼓励信用
修复，建立信用修复宣誓制度。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 为健
全协同共治体系、 营造公平诚
信透明的社会组织法治生态环
境，建议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开门立法、透明立法和精准
立法的原则，抓紧起草《社会组
织法》和《商会法》等非营利法
人的基本法律。 市场会失灵，法
律不应失灵。 （据“中国社会组
织动态”政务微信，作者系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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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的
重大举措

3月20日，民政部等 22部门联合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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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仅

标志着无缝对接的协同监管执法合作机制的建立健全，而且清晰地表明了国家和全社会对非法社会组
织的零容忍态度，表明了从源头上预防与遏制非法社会组织的滋生和蔓延的决心，有助于鼓励广大民
事主体依法设立社会组织并在法治轨道上释放非营利法人促进公益、服务社会的正能量，有助于动员
社会各界联合抵制非法社会组织，有助于优化风清气正、公平公正的社会组织法治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