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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部署开展
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工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全
面总结各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的实践经验和有效做法， 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典型带路、辐射
带动作用， 进一步推动新时代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高质量发
展， 经报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
作协调小组批准， 商国务院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相关
成员单位同意，8 月 18 日，民政
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国未成
年人保护示范创建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部署开展全国
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要坚持
党的领导、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坚持机制创新、坚持强化
基层能力的原则， 以依法保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促进未成
年人全面发展为目标， 以构建
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
社会保护、 网络保护、 政府保
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为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优化顶层设计，
着力创建一批领导重视、 制度
健全、机制有效、措施有力、服
务规范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示
范地区， 为建立健全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新时代中国特
色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积累经
验、提供示范。

《通知》明确，示范创建以
县（市、区、旗）及直辖市的区
（县）为主要对象，通过自愿申
报、初步推荐、全面创建、省级
评价、评估核实、公示命名的程
序确认， 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
次。 示范创建中要突出政治标
准和创建质量，严控数量，优中
选优， 首次示范创建拟命名的
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市、
区、旗）不超过 150 个。

《通知》指出，各地要对照
《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
（市、区、旗）创建达标体系（试
行）》中关于思想引领、组织领
导、工作机制、家庭保护、学校
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
府保护、司法保护、机构建设、
队伍建设等 11 个方面 76 项工
作标准， 进一步细化工作要求
和创建标准， 切实提高创建工
作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效性，

确保示范创建高效、规范、有序
开展。

《通知》要求，各地要认真
做好动员部署， 协同相关部门
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分工，
细化具体任务， 着力突破重点
难点， 使示范创建成为全面加
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推动建
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未
成年人保护制度的重要抓手。
要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倾斜、服
务拓展等方式， 强化保障措施
和工作能力建设。 要坚持精耕
细作， 不搞花架子， 不打绣花
拳， 实实在在提升未成年人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切实
选树一批基础扎实、工作过硬、
亮点突出、 经得住考验的示范
地区。

《通知》还设定了“负面工
作清单项”， 建立退出机制，加
强动态管理， 每年对已经获得
“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
（市、区、旗）”称号的按照一定
比例进行抽查复核， 对工作不
达标或发生重大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事件或案件、 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的，取消其示范称号，确
保示范创建活动的权威性、影
响力和示范作用。

（据民政部网站 ）

近日，民政部、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持续发力，精
准打击， 依法关停了 2021 年第
五批 13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
其新媒体账号，清除了有关关联
网页。

自今年 3 月 20 日进一步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以来， 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已取缔的非
法社会组织的网站进行排查，分
批次关停了 43 家仍在运营的非
法社会组织网站及其开办的微
信、微博等新媒体账号，进一步
夯实了线下打击整治成果，巩固
了线上线下治理闭环。

此次的关停涉及全国乡镇
长联谊会、全国名人书画艺术界
联合会、 全国政府法律服务联
盟、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中国
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等 13 家已
被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

民政部将持续保持高压打
击态势， 加强网络监测与排查，
线上线下同步查处，坚决铲除非
法社会组织的滋生土壤。 对于性

质恶劣、屡教不改的非法社会组
织发起人，还将提请工信部门依
法纳入违法互联网站（主办者）
黑名单。 欢迎社会各界登录中国
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www.
chinanpo.gov.cn）， 通过“投诉举
报”栏目，提供涉嫌非法社会组
织活动信息、主要负责人及骨干
人员的线索信息。

附：2021 年第五批被关停网
站的 13 家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1.全国乡镇长联谊会
2.全国名人书画艺术界联合会
3.全国政府法律服务联盟
4.全国高等学校国防教育联盟
5.全国健康养殖工作委员会
6.全国生态建设委员会健康

安全战略委员会
7.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
8.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
9.中国恒天会跆拳道教育馆
10.中国功能农业发展联盟
11.中国富硒产业发展联盟
12. 中国清洁行业服务企业

国家等级资质评定中心
13. 清洗行业技术能力鉴定

指导中心
（据民政部网站）

8 月 20 日， 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将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该法专门设立公益诉讼条款，
明确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
公益诉讼法定领域。 21 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贯彻执
行个人信息保护法推进个人信
息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通
知》（下称《通知》），规范相关公
益诉讼案件办理， 切实履行好
公益诉讼检察的法定职责。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
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
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
息， 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
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
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
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

《通知》指出，加强个人信
息公益保护， 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法治思想，推进国家治理，强
化法律监督的必然要求， 要深
刻领会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置公
益诉讼条款的重要意义， 进一
步增强检察履职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切实加大办案力度，推动
公益诉讼条款落地落实。

《通知》明确，根据个人信
息保护法有关规定，各级检察
机关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
责时应当突出重点、从严把握
以下方面：生物识别、宗教信

仰、特殊身份、医疗健康、金融
账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
息应当严格保护；儿童、妇女、
残疾人、老年人、军人等特殊
群体的个人信息需要特别保
护；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消
费等重点领域处理的个人信
息，以及处理 100 万人以上的
大规模个人信息应当重点保
护；对因时间、空间等联结形
成的特定对象的个人信息加
强精准保护。

《通知》强调，要构建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办案流程机制，
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优
势。 各级检察机关要用足用好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
则》 中关于调查核实权的有关
规定，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借助
公安、 工信等部门的专业技术

力量， 完善检察技术人员参加
公益诉讼办案机制。 个人信息
保护法正式施行后，最高检、省
级检察院要加大自办案件和对
下指导力度，采取上级院交办、
提办、督办、领办等方式，以检
察一体化应对个人信息公益损
害网络化。

《通知》要求，要延伸拓展
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推动形成
个人信息保护多元共治新格
局。 积极稳妥办理涉及互联网
平台企业的相关案件， 加强与
行政机关协作配合， 健全行政
执法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机
制，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深
化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制
度探索，加强学习宣传，积极营
造推进个人信息公益保护的法
治环境。 （据《检察日报》）

最高检：
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域

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关停
2021 年第五批 13 家非法社会
组织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