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民政部对中国建
筑装饰协会作出警告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 22.1798 万元的
行政处罚， 列入社会组织活
动异常名录。

经查， 中国建筑装饰协
会在举办 2019 年度“国际创
新环艺设计大赛”过程中，违
规开展“华鼎奖”评选活动；
在举办 2020 年度“中国建筑
装饰金鹰设计大赛”过程中，
违规开展“年度设计领军人
才”“年度青年设计专家”
“年度专业设计带头人”“年
度精英设计师”“年度新锐
设计师” 等奖项评选活动。
以 上 活 动 违 法 所 得 共 计
22.1798 万元，违反了《社会
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
暂行规定》（国评组发〔2012〕
2 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
条的规定。

民政部依据《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第
一款第（八） 项及第二款的
规定，对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作出警告并处没收全部违
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同时，
依据《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
理办法》的规定，自行政处罚

决定生效之日起， 民政部将
该会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
名录。

近年来， 民政部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重大
决策部署， 持续加大对社会
组织违规涉企收费行为的查
处力度， 依法惩处了一批不
遵纪守法的社会组织。 各社
会组织要以此为戒， 严格遵
守《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
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的相关
规定， 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必须履行相应的报批程
序，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举办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开展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时不得向评
选对象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
费用。

目前， 民政部正在联合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
总局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
收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民
政部将进一步加大对行业
协会商会违规收费行为的
查处和曝光力度， 发现一
起，处理一起，绝不手软，切
实维护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
序，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
发展。 （据民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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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
赴河北走访慰问并宣讲调研

12 月 20 至 21 日， 民政
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王爱文
赴河北省石家庄市走访慰问
民政服务对象和城乡社区工
作者， 并宣讲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 调研民政法治
建设等工作情况。

在平山县， 王爱文首先
来到县敬老院， 详细了解敬
老院的运营、 服务和入住群
众的起居、健康等情况，并向
入住群众、 工作人员和基层
民政干部转达部党组的关心
慰问。 王爱文强调，民政部门

要全面落实各项兜底保障政
策，广泛动员慈善组织、社会
工作者、 志愿者等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奉献爱心；民政服
务机构要心怀大爱照顾好入
住群众， 慎终如始做好疫情
防控、防火安全、食品卫生等

工作。
王爱文随后走访看望了

平山镇南街村原支部书记、
村主任王风海和冶河明珠社
区工作者王志梅， 感谢他们
在长期服务城乡群众中的辛
勤付出和工作成果， 勉励他
们继续为基层治理贡献智慧
和力量。 王爱文强调，城乡社
区工作者是基层治理的重要
人才支撑， 民政部门要加大
关心关爱力度， 不断推进城
乡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职业
化、专业化建设，为他们成长
进步、 投身基层治理提供有
力支持保障。

在河北省民政厅， 王爱
文与机关干部重温了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民政厅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召开座谈会宣
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 ，听取河北省 、石家庄市
民政法治建设等有关工作
情况和对明年全国民政工作

的意见建议。 王爱文指出，要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最重要的
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深刻领
会全会召开的历史意义 ，深
刻领会“两个确立 ”的决定
性意义，深刻领会党百年奋
斗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
以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积极
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
共同富裕，加强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一体推进法治国家、 法治政
府、 法治社会建设等重点任
务，谋划推进明年民政工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高云霄，民政部政策法规司、
河北省民政厅、 石家庄市人
民政府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
关活动。

（据民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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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出通知，公布 2021 年度社会救
助领域创新实践优秀案例名单。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社会救助领域改革创新，鼓励各
地在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提升服务、规范管理等方面进行探
索创新、先行先试，推进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2021 年 7
月，民政部部署开展了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活动。 经各省
（区、市）民政厅（局）遴选推荐、第三方组织专家评审和线上
答辩， 确定浙江省乐清市民政局等 15 个单位提交的成果为
“2021 年度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优秀案例”。

1． 浙江省乐清市民政局：创新打造智慧救助服务联合体“县域样板”，

线上线下双轮驱动解锁共同富裕“幸福密码”

2． 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社区救助顾问”助力困难群众过上美好生活

3． 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运用民生大数据多维分析困境要素，

探索困难家庭救助帮扶综合评估数字化转型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政局：探索居住地申办低保等社会救助改革

5． 山东省荣成市民政局：“海螺姑娘”叩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幸福之门

6．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民政局：“分群分级”推进服务类救助

7． 湖北省黄石市民政局：实行告知承诺，探索信用管理，完善认定机制

8．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民政局：统筹城乡的低收入人口分层分类救助体系探索实践

9． 山东省德州市民政局：打造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体系

10． 江苏省常州市民政局：“彤心常助”聚合力，1798（一起救吧）暖人心

11． 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局：真情“主动发现”，呼唤“你在哪里”

12． 广东省广州市民政局：智慧科技赋能救助服务，助力擦亮“穗救易”服务品牌

13． 四川省宜宾市民政局：坚持放管结合，提高社会救助确认权限委托下放成效

14． 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搭建服务平台，引入专业力量，构建精准救助新模式

15． 江西省黎川县民政局：构建“党建＋社会救助＋点餐式”帮扶新模式，

让社会救助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据民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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