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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 推动我国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 日前， 民政部引发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
四五” 时期社会组织发展的总
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根据《规划》，现梳理出五
个关键词，以此进行解读。

关键词一：成绩显著
党中央、 国务院历来高度

重视社会组织工作。 数据上来
看：党的十八大前夕，全国登记
的社会组织达 46.2 万个；截至
目前， 全国登记的社会组织已
经超过 90 万个，总数量比十八
大以前翻了近一番。

“十三五”时期：
●行业协会善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改革基本完成，7.11 万
家行业协会商会实现脱钩。

●联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全国依法查处非法社会组织
1.4 万个。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社
会组织固定资产 4785.5 亿元，
吸纳就业 1061.8 万人。

●各类社会组织广泛参与脱
贫攻坚，实施扶贫项目超过 9.2万
个， 投入各类资金 1245亿元；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累
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资金约
396.27亿元、物资约 10.9亿件。

关键词二：党建引领
●《规划》提出，坚持党建

引领，保证发展方向。 健全完善
党建工作机制， 有效实现党的
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将党
建工作融入社会组织运行和发
展全过程， 确保社会组织正确
发展方向。

●到 2025 年，协同推动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和工
作机制更加完善， 社会组织党
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
党建引领、 统一登记、 各司其
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
监管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管理
体制更加健全。

●此外，《规划》 还明确了
8 方面的主要任务， 首先提出
要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

关键词三：提升质量
规划指出， 近年来我国社

会组织正从“数量增长” 转向
“质量提升”， 进入了质量、结
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
一的高质量发展期。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
组织发展将从“多不多”“快不
快”向“稳不稳”“好不好”转变。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主线，《规划》 设置了 4 项预期
性发展指标。

到 2025 年：
●社会组织就业人员可达

1250 万人。
●社会组织固定资产预计

超过 5900 亿元。
●获得 3A（含）以上评估

等级的全国性、 省本级登记社
会组织可占同级 25%比例。

●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无
不良信用信息记录的社会组织
占比预计超过 80%。

关键词四：健全监管
●健全社会组织监管体

系。健全完善综合监管体制，推
进社会组织制度化、精细化、专
业化监管， 强化对社会组织的
政治监督、 行政监督、 纪检监
督、执法监督 、财会监督 、税务
监督、审计监督 、金融监督 、行
业监督及社会监督。

●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监管
制度，强化社会组织非营利性、
非行政性监管。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关于非营利法

人的规定，针对社会团体法人、
捐助法人不同特点进行差异化
管理。探索建立专业化、社会化
第三方监督机制。

关键词五：促进发展
●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

设。聚焦内部治理、品牌建设和
数字赋能， 完善社会组织章程
示范文本， 开展专业化、 差异
化、个性化特色服务，形成更多
有竞争力的服务品牌， 推广社
会组织智能化办公系统， 提高
社会组织舆情应对能力和“互
联网+”服务水平。

●引导支持社会组织发
展。 对政治过硬、作用明显、贡

献突出的社会组织进行表彰
奖励，推动社会组织有序承接
政府转移职能，提高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建立
健全社会组织负责人能力提
升制度。

●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
用。 发挥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
量、链接各方资源、提供专业服
务等方面优势， 推动社会组织
服务大局、服务基层，实施培育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工程， 部管社会组织质量
提升工程。

（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新华网客户端）

10 月 25 日，民政部在重庆
举办全国民政厅（局）长基层治
理现代化建设专题培训班，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
层治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
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建
设。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纪
恒出席开班式并讲话。重庆市委
副书记吴存荣出席开班式并致
辞。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
爱文出席开班式并作专题授课。

李纪恒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
自谋划、部署、推进基层治理工
作，多次视察基层特别是城乡社
区，围绕加强基层治理工作发表
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新时

代基层治理的时代定位、政治保
障、根本宗旨和实现路径，为推
进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
指明了政治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的意见，巩固拓展党的十八
大以来加强基层治理工作取得
的制度成果，明确了基层治理现
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
则、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擘画
了新时代新阶段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蓝图，
是指引我们做好今后一个时期
基层治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李纪恒要求，各级民政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论述
指示精神和《意见》的部署，强化
理论武装、强化统筹协调、强化
重点突破、强化示范宣传，会同
有关部门扎实推进《意见》有关

任务的落实。一是加强党对基层
治理的全面领导。配合有关部门
完善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各
项制度机制，结合新一轮村（居）
民委员会换届，推行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
（居）民委员会主任、“两委”班子
成员交叉任职，确保把加强党的
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和
各方面。二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治理共同体。配合有关部
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作用、 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
和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凝聚基
层治理的整体合力，将城乡社区
建设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
同体。 三是提高基层精准化、精
细化服务能力。会同有关部门加
强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牵头
做好城乡社区服务的体系规划
编制、政策统筹、资源整合、项目

投入等工作，优化社区服务的发
展环境，不断提升社区为民服务
水平。四是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
力建设。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健全
村、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体系，落
实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
者“暖心”政策，夯实疫情防控的
基层基础。五是创新基层网格化
管理和信息化服务机制。推动将
网格化管理服务纳入基层群众
自治、将网格员纳入城乡社区工
作者队伍建设布局，加强智慧社
区建设，使社区治理和服务更加
精准高效。六是持续抓好减轻基
层负担工作。 规范村、社区机构
牌子和村、 社区组织工作事项、
证明事项，健全基层减负的长效
机制，增强服务功能。

开班前，10 月 23 日至 24
日， 李纪恒还深入重庆市镇街、
社区和民政服务机构，调研养老
服务、儿童福利、社区治理、社会

工作等民政工作，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和即将召开的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民政事业发展，扎实
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
理、基本社会服务和岁末年初各
项工作，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培训班邀请中央组织部组
织二局、民政部规划财务司负责
同志授课。北京市、湖北省、四川
省、吉林省长春市、福建省厦门
市民政厅（局）和江苏省南京市
鼓楼区作基层治理案例分享。民
政部相关司局和有关直属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
市民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
政局负责同志，基层政权建设和
社区治理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培训班。 （据民政部网站）

民政部举办全国民政厅（局）长
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专题培训班

五个关键词解读《“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