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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政局召开市级社会组织专项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

5 月 11 日，北京市民政局召
开市级社会组织专项工作动员
部署会议。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
员、市民政局副局长赵学刚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社会组织管理中
心主任温育梁部署专项工作，市
社会组织管理中心党委书记许
伟主持会议。

市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
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于 2022 年 4
月至 8 月开展，分自查自纠、抽
查检查、整改提高等 3 个阶段，
紧盯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
易发多发的 4 个方面 24 种违
规情形进行集中整治， 综合运
用终止退出、调整负责人、调整
业务范围、退还违规收费、重新
履行民主程序等方式， 实现清
除一批名存实亡的分支（代表）
机构、 整改一批不规范的分支
（代表）机构、激活一批效能不

高的分支（代表）机构的总体目
标，着力防范化解分支（代表）
机构风险隐患。

社会服务机构非营利监管
专项行动于 2022 年 4 月至 12 月
进行，分工作部署、自查自纠、抽
查审计、 总结整改等 4 个阶段，
重点对抽逃注册资金、侵占社会
服务机构收入、违规支出、违规
关联交易等 12 项违规行为进行
监管。 对拒不接受整改或整改不
到位的社会服务机构，根据问题
情形、整改情况等作出相应年检
结论、通报业务主管单位或行业
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告、列入活
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行政处罚等处理措施。

持续深化行业协会商会乱
收费清理整治工作， 行业协会
商会要围绕“五个严禁” 的要
求， 对所有收费项目开展全面

自查“回头看”。加大日常检查、
行政约谈、抽查审计、督促指导
力度， 将 110 余家行业协会商
会纳入抽查审计范围，对 30 余
家行业协会商会开展现场专项
检查。 鼓励行业协会商会主动
减免经营困难会员企业尤其是
中小微企业的会费和其他收费
项目， 主动降低盈余较多收费
项目的收费标准。 推动行业协
会商会在畅通企业与政府沟通
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引导
行业协会商会制定行业服务标
准，积极反映行业诉求。

会议要求，推动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要切实做到“六个坚
持”，即坚持正确定位、坚持依法
依规、坚持健康发展、坚持从严
管理、坚持风险防范、坚持党建
引领。 特别是作为首都的社会组
织，应该更具政治意识、更加胸

怀全局，当前需要重点防范政治
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舆情
风险、疫情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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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家市级社会组织业务主
管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以及 2000
多家市级社会团体、1400 多家社
会服务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共
2.2 万余人次同步在线收听收看
会议。 （据北京市民政局）

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共建
社会组织合作示范基地、 共推
枢纽型社会组织成立、 共搭社
会组织交流合作平台、 共促社
会组织发挥作用、 共创党建示
范引领发展良好格局等五方面
展开合作，促进双方统筹规划、
合理对接、共享发展，推进共建
合作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新
体系。

广东省政府横琴办社会
事务局筹备组相关人员表示，
接下来将紧紧围绕《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四新”战略定位、“四新”重点
任务、“四共”工作理念和推动
琴澳一体化的工作要求，坚持
守正创新、融合发展的工作思
路， 抢抓合作区建设历史机
遇， 建立社会组织合作机制，
共同推进合作区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

珠海市民政局相关人员
表示，珠海市民政局已出台贯
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总体方案》 行动方案，部
署了 9 方面共 21 项工作，此
次对接会就是加强珠澳社会

组织交流合作的具体行动。 未
来，珠海市民政局将按照“横
琴所需 民政作为”为目标，在
党建引领下继续推动市级社
会组织发挥动员社会力量、链
接各方资源、提供专业服务等
方面的专业优势，引导市级社
会组织在服务合作区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促进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化发展任务、服务琴澳
两地居民就业生活等领域实
现作为。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此举
对加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
珠海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社会
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 激发社
会组织服务合作区发展活力，
促进合作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
展具有积极意义。

据悉， 今后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将作为
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纽
带及合作区社会组织合作发展
的公共服务平台， 发挥其枢纽

作用，联合在合作区
开展服务的各类社
会组织，打造社会组
织对接、培育、服务、
展示平台，指导行业
规范发展，不断提升
社会组织归属感、凝
聚力及服务水平。

广东省政府横
琴办社会事务局筹
备组相关负责同志、
珠海市民政局相关
负责同志、澳门特别
行政区、珠海市及合
作区社会组织代表
参与会议。
（据广东省民政厅）

宁夏加强对社会组织
的监管，在修订《社会组织
监督管理办法》 的基础上，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
厅联合多部门又出台了《社
会组织执法监管联席会议
制度》《社会组织资金监管
机制》（以下简称“两个机
制”），建立起“一个办法”+

“两个机制”的“1+2”监管体
系，凝聚综合监管合力。

完善“一个办法”，形成
监管“一盘棋”。《宁夏回族
自治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
办法》（下以简称 《监管办
法》）于 2019 年 10 月，由宁
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联合
党委组织部、发展改革委等
12 部门印发， 建立部门联
动、上下一体、权责分明的
社会组织长效监管机制，改
变了部门“不愿管、管不好”
局面。 2021 年，为提升《监管
办法》 的实效性和操作性，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新要
求，结合宁夏社会组织发展
的实际，民政厅再次牵头 13
部门对《监管办法》进行修
订完善，进一步细化党建工
作机构、 登记管理机关、业
务主管单位、 行业监管部
门、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能任
务，厘清权责边界 ，压实社
会组织监管责任。

建立“两个机制”，推进
“联席+联动”。 建立执法监
督联席会议制度。 社会组织
执法监管联席会议由民政

厅、教育厅、公安厅、财政厅
等 11 个成员单位组成，根据
工作需要， 可邀请其他相关
部门参加， 联席会议主要履
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分析
研判形势任务、 协调查处违
法活动、 联合开展检查指导
等五项职责， 采取召开工作
会议、开展信息交流、联合执
法协调三种形式工作。 各成
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 认真
落实联席会议部署的各项工
作，主动研究政策，建立完善
相关措施， 加强部门沟通协
作，及时通报工作情况，推进
联合惩戒落实。 建立资金联
动监管机制。 社会组织资金
监管机制由自治区民政厅牵
头，公安厅、财政厅、审计厅
等 7 部门组成。 各部门结合
职能任务， 加强社会组织资
金监管。 依法对社会组织违
反资金监管规定及违法犯罪
活动进行查处， 加强对社会
组织收费及价格行为的监督
检查。 将社会组织纳入反洗
钱监管体系， 规范外汇账户
的开立和使用， 做好大额经
费支付的监测， 加强对外汇
账户和跨境资金往来监管，
依法实施外汇监督检查，对
社会组织违反外汇管理规定
的行为进行处罚。 严厉打击
借用捐赠捐助、 境外资金资
助宗教活动、 开展非法集资
等违法犯罪活动， 积极防范
化解风险。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北京市民政局召开市级社会组织专项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图片
来源：北京市民政局）

宁夏建立“1+2”制度
凝聚社会组织监管合力

广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将建枢纽型社会组织

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对接会暨社会组织联合
会筹备会会议现场（图片来源：广东省民政厅）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
公室社会事务局与珠海市民政局共同召开‘推进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对接会暨社会
组织联合会筹备会’，双方签署《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
组织高质量发展共建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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