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第一批）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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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公布 78 家
已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 � 为进一步加大舆论宣传
力度，提高公众防范意识，发
挥社会监督作用，4 月 16 日，
民政部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
社会公布一批地方民政部门
近年来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
社会组织名单。

共 78 家，包括北京市民
政部门取缔的 30 家，河北省
民政部门取缔的 13 家，上海
市民政部门取缔的 5 家，江
西省民政部门取缔的 2 家，
山东省民政部门取缔的 8
家， 广东省民政部门取缔的
20 家。

社会公众如果发现名单
中的非法社会组织仍在开展
活动的， 可依法向公安机关
报案。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
平台发布的全国打击整治非
法社会组织动态显示， 各地
正积极推进打击整治非法社
会组织工作。

广东省民政厅 4 月 1 日
召开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专项行动座谈会暨百家社会
组织倡议活动。 会议传达了
国家和省关于进一步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的有关精
神， 结合规范社会组织法人
治理专项行动， 动员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打击整治非法社
会组织， 净化社会组织生态
空间。 来自全省 100 家社会
组织共同签署倡议书。

上海市民政局为贯彻落
实民政部等 22 部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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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和民政部等 18
部委相关工作方案的具体
要求，迅速响应，紧急部署；
加强领导，建立机制；初排
线索，枕戈待旦。 下一步，上
海市民政局将联合 17 个部
门联合下发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并召开全市部署会， 全面
集中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专项行动。

河北省民政厅 4 月 2 日
组织召开省属社会组织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政策宣贯
暨“我为企业减负担”工作部
署会议。 会议要求，各省属社
会组织要按照《通知》《实施
意见》“六不得一提高” 的工
作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自觉抵制非法社会组织，不
得与非法社会组织勾连开展
活动或为其活动提供便利；
不得参与成立或加入非法社
会组织； 不得接收非法社会
组织作为分支或下属机构；
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账
户使用等便利； 不得为非法
社会组织进行虚假宣传。 各
省属社会组织要充分利用本
单位官方网站和微博、 微信
公众号等融媒体，多渠道、全
方位宣传社会组织查询途
径， 及时发布民政部门公布
的非法社会组织信息， 拓展
曝光深度和广度， 形成对非
法社会组织“过街老鼠人人
喊打”的社会氛围。

北京市 4 月 9 日召开全
市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
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
议，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部署会议要求， 对全市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进行全面部署。

山东省民政厅 4 月 10
日会同省有关部门联合召
开进一步打击整治非法社
会组织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
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 ，自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以更严
格、更有力的举措 ，扎实开
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专项行动；重点对五类非法
社会组织开展打击整治；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握任务
要求，促进打击整治非法社
会组织工作有序开展；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将打击整治非
法社会组织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执法
保障，做好宣传引导，完善长
效机制， 确保打击整治行动
取得实效。

民政部打击整治非法社
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提醒 ， 有关机构和社会公
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
或参与其活动时 ， 可通过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
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
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避免
上当受骗； 也欢迎社会各界
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
务平台” 提供涉嫌非法社会
组织活动线索。

““� � 近年来， 各地民政部门持续开展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 依法

取缔了一批非法社会组织， 有力打击了非
法社会组织嚣张气焰， 净化了社会组织发
展环境。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	3#��

4 ������� �
56789:��

; ������� 	
<=>?@#A�BC�

D ������� EF3#GAHI��

J ������� �
KL��

�M ������� �
N�OP1Q'RSTU�V

�� ������� 
�WX/0YZ3#A�HI[\��

�� ������� �
]^'_`a3#��

� ������� �
bc>����

�& ������� �
�defghi3#A�HI[\��

�, ������� 	
j�k�lmn��opq5BC�

�4 ������� �
Ors��

�; ������� fg�
[\tuv+BC�

�D ������� �
w=wK3#xyzo{u�

�J ������� E]7f|}#zoTU�

�M ������� 	
~�wK3#zo[\��

�� ������� 	
�W���p�b����

�� ������� �
mn�378TU�

� ������� 	
"#���

�& ������� 	
����������V

�, ������� ������3#A�HI[\��

�4 ������� ��X���
�����

�; ������� ��KL��

�D ������� ������"#��

�J ������� ���=|xy��

 M ������� �`E ¡����¢£¤`�l¥�

 � ��¦���� �§¨©ª«�¬�

 � ��¦���� 	
®¯°±�

  ��¦���� �

²�³´µ��7¶·�

 & ��¦���� �
�s¸¹zoT��V

 , ��¦���� �
�szo��º»��BC�

 4 ��¦���� �
��¼½¾¿ÀÁ��

 ; ��¦���� ÂÃ
²mn��zo�V

 D ��¦���� �
j�k����zoBC�

 J ��¦���� 	
�aÄÅÆ3Ç�¬�

&M ��¦���� �
È+����+m��TU��ÉÊ�
È+��Ë¬�Ì�ÍÎ�

�� ������	 
�����������

�� ������	 ���	���

�� ������	 ������������

�� ������	  ��!"#$%&'�

�( ������	 
�)*+���

�, ������	 ���-./012�

�3 ������	 456�7

�8 ������	 ���-./09:�

�; <=����	 
�>���?@AB�

(C <=����	 
�>�DE?@AB�

(� FG����	 
�HIJDK�GLB�

(� FG����	 
MNO/PQRST�U
MNO/PV&�W

(� FG����	 
MXYZ[DE\]^�

(� FG����	 
M_`abcd�e
M_`abDf�g

(( FG����	 
�hijk�

(, FG����	 
�lmnop�DE

(3 FG����	 FG�qrst�u��vwB�

(8 FG����	 FGx`QR9:eabg�

(; vG����	 
M�yz{|}&'�

,C vG����	 
��~����

,� vG����	 
M�`QR12�

,� vG����	 
���jk�

,� vG����	 �����c�������DEe
����c��DEg

,� vG����	 
������LDE

,( vG����	 �~�0+c��
�^�vG�+c
[

,, vG����	 
���|�DK�

,3 vG����	 
���-.p�DE&'�

,8 vG����	 ���l��������

,; vG����	 vG��� ¡¢|���

3C vG����	 v£�¤�¥¦§¨©ª^�

3� vG����	 ��«�DE

3� vG����	 ¬�®¯°Z�±²³´µ��

3� vG����	 ¬¶·DE

3� vG����	 ¬¸��

3( vG����	 ¬¹4Dfº»�

3, vG����	 ¬¼½¾�

33 vG����	 ¬����¿À7

38 vG����	 ¬ÁÂÃD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