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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制
定《“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
划》，推动科技类社团、国际性
社会组织登记改革， 深化行业
协会商会脱钩改革， 落实义务
教育“双减”改革任务部署，持
续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推
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四是
坚持培育监管并重， 一手抓严
格依法管理， 一手抓积极引导
发展，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推动购买服务、 税收优惠等政
策落地实施， 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
同、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等发展战略， 推动社会
组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引导社会
组织参与援藏援疆及对口帮
扶，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
控、灾害救援、慈善捐赠，积极
彰显社会组织时代价值。

会议强调，各级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机关要聚焦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这条主线谋划 2022 年全年工
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捍卫“两个确立”、做
到“两个维护”，始终牢记“国
之大者”，自觉扛起使命担当，
积极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创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
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
的政治环境作出贡献。

会议要求，要支持和引导
相关领域社会组织发挥积极
作用，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

环境作贡献。要发挥好行业协
会商会在产业对接、 平台搭
建、行业自律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 持续开展乱收费整治，积
极搭建发展交流平台，增强服
务企业能力。要发挥好科技类
社会组织在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产业促进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落实外籍科技人才加入我
国科技类社会组织政策，推动
国际性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全
球科技治理。要发挥好网络领
域社会组织在网络电商、网络
传播、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助推互联网产业健康发
展。要会同相关部门开展非营
利监管，规范社会组织保值增
值投资行为。要落实社会组织
信息公开制度， 规范行业景
气、发展指数等信息发布。 要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推动实施
公平竞争政策， 服务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要健全社会组
织资金监管机制，配合人民银
行等部门做好反洗钱工作。

会议要求，要支持和引导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与社
会治理，为保持国泰民安的社
会环境作贡献。要推动社会组
织提供更多就业岗位，重点发
挥地市、区县社会组织近距离
保就业、保民生的优势，配合
人社部门实施好“百万青年就
业见习岗位计划”。 要推动社
会组织开展更多社会服务，大
力实施“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专项行动”，持续开展“邻里
守望”关爱行动，支持有条件

的地方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孵
化培育体系，引导城乡基层生
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
调处类、治保维稳类等社会组
织尽心尽力为社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送温暖。要推动社
会组织实施更多帮扶项目，聚
焦乡村振兴及援藏援疆、对口
帮扶等工作，动员社会组织参
与养老、育幼、助残等社会事
业。要推动社会组织实实在在
助力共同富裕，积极参与公益
慈善事业，不浮夸、不炒作、不
务虚名。

会议要求，要编牢织密社
会组织监管网，为保持风清气
正的政治环境作贡献。要加强
综合监管， 主动与政法机关、
党建工作机构、 业务主管单
位、行业部门沟通协调，形成
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响应迅
速、执法有力、衔接有效的工
作格局。 要全面开展风险排
查， 组织开展风险大起底、大
排查活动，开展拉网式、立体
式风险排查， 完善相应预案，
前瞻性地安排部署风险防范
和处置措施，注重防范“颜色
革命”。 要形成对非法社会组
织“露头就打”的态势，拓宽主
动发现渠道，加强部门协同与
信息共享，常态化打击整治非
法社会组织，坚决防止“死灰
复燃”。 要加强社会组织内部
治理，加强理事会建设，推动
到期未换届社会组织抓紧换
届整改，推动社会组织依法依
章程建立健全内部纠纷解决

机制。要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
伍建设、品牌建设，深化社会
组织等级评估，增强社会组织
风险自控能力。要常态化整治

“僵尸型”社会组织，加强社会
组织抽查审计，做好社会组织
信用信息管理， 把好登记关、
年检关、执法监督关、舆情监
测关， 不折不扣推动责任落
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

会议要求 ， 要以稳字当
头、 稳中求进为基本原则，积
极稳妥推进 2022 年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各项工作。一要突出
思想政治引领，牢固树立政治
机关意识，统筹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的政治功能和法定职责，
旗帜鲜明地把讲政治贯穿于
社会组织工作的各环节、全过
程， 确保 90 余万家社会组织
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建设性力量，始终是迈
向共同富裕的向心力而不是
离心力。 二要突出系统观念，
纵向上在管好本级、做好示范
的同时，要下大力气履行对地
方和基层工作的指导职责；横
向上要树立社会组织全链条
管理理念，构建相关部门各司
其职、协调配合、依法监管的
综合监管闭环，落实脱钩和直
登社会组织行业管理责任。三
要突出法治思维，严格依法登
记审查和开展行政处罚，健全
典型案例通报制度，建好社会
组织执法案例库，推动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完善在线投诉举
报功能， 推进“互联网+执法

监督”。四要突出底线思维，加
强综合监管、分类监管、重点
监管， 防止人文社科类社团
“一讲两坛三会”出问题，防止
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乱搞评
比达标表彰，防止基金会理财
涉及金融风险，防止各类社会
服务机构出现意外风险情况。

会议强调，春节将至，各级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要严格
落实中办、 国办和民政部关于
做好“两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
知要求， 严格落实中央及属地
疫情防控部署， 坚决守好疫情
防控防线， 切实防范化解各类
安全隐患。同时，要自觉树立与
社会组织“清”“亲”关系，保证
清廉过节、节俭过节。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局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委
书记柳拯主持会议。 会上，柳
拯宣读了《民政部关于表彰全
国先进社会组织的决定》，281
家社会组织获得“全国先进社
会组织”荣誉称号；北京市、山
东省、江苏省、广州市、赣州市
民政部门、成都市郫都区有关
负责同志作了典型发言。民政
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有关负责同志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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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团民政局以及省会城市民
政局负责人和从事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的同志在当地分会
场参加会议。

（据民政部官网 ）

及时响应防汛救灾 。 发挥
社会组织资源优势，迅速募集
资金，动员社会力量，第一时
间参与洪涝灾害地区抗洪救
援和灾后重建等工作。中华慈
善总会在多个公益平台上为
河南、山西等洪涝灾害地区筹
集款物 1.35 亿元， 联合波司
登公益基金会捐赠防寒服，协
调蓝天救援队参与灾区紧急
救援。 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等社会组织
向行业发出倡议，收集、发布
对接需求， 联络动员救援队
伍，引导会员单位积极参与防
汛救灾。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
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国

家电网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
基金会、东润公益基金会等社
会组织向河南、山西等灾区捐
资超 4.06 亿元， 用于筹措救
灾物资、实施紧急救援和灾后
重建。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
会组织协调应急救援专业力
量，参与实施河南抗洪、上海
抗台风救援行动。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响应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汇聚慈善
力量， 对中西部广大乡村地区
实施农业产业、教育、医疗、养
老、助孤等帮扶支援，助力乡村
振兴。 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捐
赠 4800 余万元，用于支持实施

“国网赋能乡村工程”， 助力湖

北、 青海等地开展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救急难”、文教
卫生、帮扶培训等项目。阿里巴
巴公益基金会协同集团力量，
推出“热土计划”，聚焦产品、人
才、科技三大领域，为欠发达县
域提供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助
力。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近年
累计捐资 2000 余万元，支援江
西省遂川县、 莲花县等革命老
区农业产业帮扶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等项目。

主动助力援疆援藏 。 贯彻
落实党中央援疆援藏决策部
署， 调动慈善资源向新疆、西
藏及四省藏区困难群体倾斜。
中华慈善总会积极加大慈善

医疗救助力度， 援助新疆、西
藏等地基层卫生教育事业，助
力抗疫、改善民生，捐赠款物
合计 4370 万元。 国家电网公
益基金会向西藏措勤县捐赠
2000 万元，用于实施基础设施
建设、优秀干部职工扶智等对
口支援项目。万科公益基金会
与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发起推动

“珠峰雪豹保护计划”，项目累
计捐资 1100 万元。

聚焦服务特殊群体。 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 以关爱老幼妇
病残等弱势群体为重点， 扎扎
实实为群众办实事。 周大福慈
善基金会聚焦儿童健康发展，

捐赠 1310 万元支持香港大学
深圳医院引进康复治疗设备，
设立儿童康复医疗技术服务中
心； 与陈香梅公益基金会等慈
善组织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关怀， 资助推动儿童性
教育、事实孤儿助养、特殊儿童
群体心理疏导和教育服务等项
目。 爱慕公益基金会关注女性
健康， 捐赠 5500 余个义乳，价
值约 550 万元。 中国老年医学
学会积极开展“发展老年医学、
服务老年健康”公益活动，组织
600 余位专家分赴革命老区、
藏区开展医学科普宣教、 疾病
防控与健康保障巡讲、 义诊等
系列活动。 （据民政部官网）

民政部业务主管社会组织
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

聚焦基层关切扎实为民服务

2021年，民政部业务主管社会组织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汛救灾、
乡村振兴、援疆援藏、为群众办实事等部署要求，发挥自身优势，动员社会力量，踊跃捐款捐物，积极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助力为基层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基本民生保障和社会服务，努力走好社会组织第一方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