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31 日 从 江 苏
省 民 政 厅 获

悉，根据国家统一部署要求，
今年 3 月 20 日至 6 月底，江
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
目前专项行动已取得阶段
性进展， 全省集中向社
会发布了三批共计 57
家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
提 醒 社会 公 众 擦亮 眼
睛，谨防上当受骗，起到
了一定的威慑效应。

披“合法”外衣
行非法之事

近期，无锡、徐州、苏州、南
通、 扬州等地陆续接到举报线
索，一家名为“东望课堂”的机构
涉嫌非法活动，各地有关部门立
即展开调查。

调查发现，“东望课堂”与传
销组织“东望网络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东望集团”）有关。
该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注册登
记；2019 年 1 月被山东菏泽市场
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2020 年
3 月被公安部列为打击取缔对
象，80 多名骨干被抓捕。

虽然“东望集团”已被取缔，
然而他们“换个马甲”又出现，死
灰复燃、循环往复地在各地开展
非法活动。在张家港市，“东望课
堂”悄悄在居民小区开课。 他们
向学员发放“东望集团社会服务
志愿者”红马甲，打着公益的旗
号开展非法活动。 直到被取缔，
一些社区居民才知道自己经常
参加的所谓的“志愿服务”竟是
由非法社会组织操纵的。

苏州市民政局执法人员陈
丹妮介绍， 此次在苏州发现的

“东望课堂”， 具有隐蔽性强、流
窜活动、规模小、无招牌、不收
费、对象随机、不易识别等特点，
也是当前很多非法社会组织的
共性特征。 该机构所谓工作人
员，以企业身份为掩护，身着“东
望集团”马甲，以奉献爱心、志愿
服务、文娱表演、传统文化为幌
子，美化宣传传销组织“东望集
团”， 其目的是伺机诓骗不明真
相的群众加入，为实施传销诈骗
“攒人头”。

苏州市属地政法部门、公安
机关以及民政部门果断出手，联
合依法取缔。 通过实施查询登记
系统、开展现场检查、制作询问
笔录、作出取缔决定、决定送达
并公告等程序，联合对“东望课
堂”各活动点进行调查取证和取
缔，没收非法财产、收缴器材工
具、查封活动场所，共取缔活动
点 20 多个。

发现苗头就打
重拳出击打早

民政部门表示，像“东望课

堂”这样，名称、组织形式都与社
会组织相似， 没有合法身份，却

“伪装” 成社会组织开展非法活
动，并非常隐蔽地向三、四线城
市蔓延的非法组织，需要“发现
苗头露头就打、重拳出击打早打
小”。

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非法
社会组织善于“伪装”， 通常以

“高大上”的形象出现，使用“中
国”“中华”“全国”“世界”“全省”
等名头，或者在名称上与合法登
记组织仅一字之差，比如中国志
愿者协会、 中国会计服务联盟、
中国非遗民间艺术家协会等，都
是非法社会组织。

还有一些非法社会组织以
“合法”的外衣做掩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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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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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特意在党
政机关办公地附近或附属场所
租用办公场地， 拉拢一些退休
党政干部或社会名人站台代
言， 或找各种媒体为自己进行
宣传贴金。

近几年出现的苗头是，很多
非法社会组织非常擅于“蹭热
点”，跟风军民融合、乡村振兴、
疫情防控等热点吸引眼球，招摇
撞骗，从中非法牟取利益，不仅
污染社会组织发展环境，还侵蚀
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财
产， 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民政部门表示，当前一些非
法社会组织隐蔽性、流动性越来
越大， 打击难度也逐步增大，还
需要广大群众的参与。 省民政厅
表示，一旦在江苏境内发现非法
社会组织线索， 可以通过电话、
邮箱、公众号进行举报，举报线
索一经查证属实并曝光，将予以
每件有效线索 1000 元奖励。 民
政部门还呼吁，合法登记的社会
组织要擦亮眼睛，不要与非法组
织勾连开展活动。

打防结合
以惩促治

据悉，专项整治行动中被取
缔和劝散的非法社会组织，有些
是明知非法还继续从事骗钱敛
财活动，造成社会危害；也有一

些非法组织并没有意识到需要
到民政部门合法注册后才能从
事社会活动。

“江苏省高校文学联盟”就
出现在最新一批被劝散的社会
组织名单中，记者日前采访到了
该组织的负责人张浩（化名）。 张
浩是一名大四学生，也是一位热
心文学创作的青年。 据其介绍，
该联盟牵头举办了多项跨校区
活动， 比如江南风诗歌赛、“青
春”主题诗词朗诵会、青春好书
榜发布会及论坛等，“接到民政
部门的调查电话，我才知道我们
是‘非法社会组织’，没有合法身
份。 通过最近的学习了解，我们
已经认识到， 社会组织脱离监
管，存在非常多的内部和外部风
险。 ”张浩告诉记者，这些年该联
盟发展了一大批高校文学爱好
者，让他们走出“躺平”的校园生
活。 对于这次被列入“劝散名
单”， 张浩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
示， 在活动过程中并无诈骗、敛
财行为， 现在已经认识到错误，
并着手准备注册文件，也希望借
此次事件劝告类似的组织尽快
停止非法活动， 先注册登记，合
法合规地开展活动。

江苏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
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督局）副
局长陈菲菲介绍，江苏是经济大
省，也是社会组织大省。 近年来，
全省各类社会组织呈现量质齐
升的良好态势，注册登记总量已
突破 9.8 万家， 位居全国第一
位，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
民生福祉改善、繁荣公益慈善事
业、参与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
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
了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

在近几年的清理整治中，全
省社会组织生态空间日趋清朗，
但非法社会组织仍然零星存在，
非法侵害仍时有发生。 打击非法
社会组织既是一场“歼灭战”，也
是一场“持久战”，必须“打与防”
结合。 此次专项行动是政府有关
部门在前期整治基础上的又一
次发声亮剑，目的是通过集中整
治，去“存量”，遏“增量”，实现对
非法社会组织的标本兼治、惩防
并举的治理效果，铲除非法社会
组织滋生土壤，全面净化社会组
织生态空间。

（据新华日报·交汇点）

地方动态

陕西：
74家社会组织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江苏向非法社会组织“亮剑”
专项行动取得新进展，57家被打击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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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陕西省民政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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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管理条
例》， 结合 2019 年度检查结
果， 依法对 106 家省级社会
组织给与行政处罚决定，其
中 32 家予以限期整改，74 家
予以撤销登记。 依法撤销的
74 家社会组织列入严重失信
名单。

2021 年， 陕西民政厅持
续加大社会组织执法监管，
加强年度检查工作力度，规
范社会组织行为，按照“整改
规范一批、督促注销一批、撤
销登记一批”的工作思路，对
不参加年检、 不正常开展活
动、 不主动办理注销登记的
社会组织启动行政执法程
序， 对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
登记行政处罚； 对未正常开
展活动的社会组织督促办理

注销登记手续， 同时纳入活
动异常名录。 省厅对 106 家
省级社会组织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 运用社会组织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实行联合惩戒，
进一步加大违法成本和处罚
力度。

下一步，陕西省民政厅
将持续巩固打非整治专项
行动成果，全面推进打非整
治工作常态化，将严厉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和执法
监督工作相结合。 通过年度
检查、等级评估、专项抽查、

“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检查
等手段，强化监管，强化对
名存实亡社会组织的清理
整顿力度，引导社会组织依
法依规开展活动，积极营造
社会组织风清气正的发展
环境，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
发展。

（据陕西社会组织）

天津：
社会组织综合监管推动会召开

天津市民政局于 6 月
9 日组织召开市级社会组织
业务主管单位综合监管推动
会。 全市 62 家业务主管单位
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为提升
全市社会组织服务管理水
平，会议要求：

一要坚持严管与赋能
并举原则 。 在加强登管联
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社会
组织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
社会组织良好发展环境的
同时，加大社会组织扶持培
育力度，扩大政府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规模， 积极向社
会组织赋能， 助力社会组
织不断提升自我发展的内
生动力。

二要坚持履责与服务并
重原则。 加强社会组织综合
监管是登记管理机关、 业务
主管单位义不容辞的重任，

要清醒认识到天津社会组织
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需求、
城市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大差
距， 亟需提升社会组织的整
体服务能力与水平， 需要登
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
协同找到社会组织与行业发
展之间的结合点、 生长点与
发展点， 有力推进全市社会
组织向高质量发展。

三要坚持沟通与合作
并行原则。 当前天津市社
会组织“重登记、轻监管”
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性
扭转，多部门联合执法力度
还不够大，需要登记管理部
门与业务主管单位进一步
加强沟通与合作，切实加强
日常监督、联动执法，合力
推进全市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

（据天津社会组织动态）

云南：
通报表扬 44 家社会组织

近日，云南省民政厅对云
南报关协会、云南坚果行业协
会、 云南省城镇供水协会、云
南省川渝商会等 44家行业协
会商会进行了通报表扬。

自开展行业协会商会
“我为企业减负担”专项行动
以来， 这些行业协会商会积
极响应号召， 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云南省委、
省政府关于减税降费的重大

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 采取
有效措施减免降低会费及其
他收费， 以实际行动为减轻
企业负担， 为优化营商环境
作出了贡献。

截至 2021 年 6 月 4 日，
44 家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减
免 降 低 会 费 及 其 他 收 费
1672.334 万元， 惠及 3769 家
企业。

（据云南社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