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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周刊

学史力行重实践 我为群众办实事
市民政局开展“暖心服务在清明”实践活动

和平区民政局
积极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日前，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召开进一步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电视电话会议，同时联合印发
了《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
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引
起社会各方广泛关注。天津市民政局迅速行
动，现将全国会议精神和《通知》要求梳理如
下，告诉大家什么是非法社会组织，怎么识别
非法社会组织。

问：什么是非法社会组织？
答：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未在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机关登记，也未在编制部门、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其他国
家、地区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基金会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以及被撤销
登记或吊销登记证书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
活动的组织。

问：非法社会组织迷惑社会公众的手段

有哪些？
答：许多非法社会组织非常狡猾，绞尽

脑汁用各种方式让人信任其“真实性”和“权
威性”，总结起来一般有以下几种手法：一是
名称让人真假难辨。很多非法社会组织往
往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等名
头，有的在名称上与合法登记的全国性社会
组织仅一字之差，网页宣传上抄袭合法社会
组织的官网内容，社会公众难辨真假。二是
活动领域“蹭热点”。非法社会组织善于打
“擦边球”，往往跟风“军民融合”“乡村振
兴”“疫情防控”等热点，吸引眼球。三是组
织形式“品种繁多”。非法社会组织有的以
“协会”“促进会”“联合会”“基金会”等传统
社会组织形式活动；有的以“委员会”“发展
局”“中心”等类似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组
织形式活动，令人防不胜防。四是包装宣传
“高大上”。有些非法社会组织特意在党政

机关办公地附近或附属场所租用办公场地，有
的拉拢一些退休党政干部或社会名人“站台”
“代言”，有的找各种媒体为自己进行宣传“贴
金”，用各种手法增加其“可信度”。五是用合
法外衣做掩护。有的非法社会组织千方百计
“投靠”到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名下，变身为分
支机构；有的与合法社会组织共同开展活动；
有的想方设法成为事业单位的下设机构，鱼目
混珠。

问：哪些非法社会组织被列为重点打击整治
对象？

答：一是利用国家战略名义，在经济、文化、
慈善等领域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二是冠以“中
国”“中华”“国家”等字样，或打着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的下属机构等名义，进行骗钱敛财等活动
的非法社会组织；三是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勾
连开展活动、鱼目混珠的非法社会组织；四是借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活动开展评选评

奖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五是开展伪健康类、伪
国学类和神秘主义类活动，以及假借宗教旗号活
动的非法社会组织。

问：怎么识别非法社会组织？
答：凡经过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都可

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www.chi-
nanpo.gov.cn）、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
（微信号：chinanpogov），在线查询到该社会组
织的登记信息。凡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都可以通过“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http://cishan.chinanpo.gov.cn/platform/
login.html），查询到该慈善组织相关信息。

问：《通知》对哪些单位和个人提出了具
体要求？

答：一是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不得与非
法社会组织有关联；二是党员干部不得参与非
法社会组织活动；三是新闻媒体不得宣传报道
非法社会组织活动；四是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和

场所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便利；五是各互
联网企业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线上活动提供便
利；六是各金融机构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活动
提供便利。

问：如何投诉举报非法社会组织？
答：非法社会组织投诉举报有如下途径：民

政部投诉举报平台：https://jb.chinanpo.gov.
cn/chinanpo/。天津市市区两级民政部门投诉
举报电话：天津市民政局：23513672；滨海新区
民政局：65306092；和平区民政局：23451180；
河北区民政局：84197278；河西区民政局：
28304081；河东区民政局：24121248；南开区民
政局：87875592；红桥区民政局：86516216；东
丽 区 民 政 局 ：84375472；西 青 区 民 政 局 ：
27392563；津南区民政局：28391004；北辰区民
政 局 ：26391153- 8308；武 清 区 民 政 局 ：
22204443；宝坻区民政局：29243867；静海区民
政局：28941994；宁河区民政局：69592065；蓟
州区民政局：29038397。

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
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和《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机关受理投诉举报办法（试行）》等
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受理投诉举报。

今年清明节，市属殡仪服务单位推
出一系列文明共祭活动，弘扬清明传统
文化，倡导文明祭扫新风。

和平区民政局筑牢防控意识，紧盯疫情防控形势
新变化，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和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多措并举推展疫苗接种工作。

一是及时动员，周密部署。第一时间制定疫苗接
种时间进程安排表和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持续压实防
控责任，妥善安排机关内部、养老机构及社会组织等各
个条口部门人员宣传动员、政策解读和接种部署工作，
有效提高疫苗接种率。机关工作人员响应号召，全员
参加疫苗接种，有效保障了疫苗接种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是广泛动员养老机构接种疫苗。通过广泛宣
传深入动员，积极组织医疗机构与各养老机构对接，
采取相应措施提升养老院从业人员疫苗接种率，要
求各养老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疫苗接种要做到应接尽
接，更好巩固疫情防控成果。通过积极运作，全区各
养老机构积极参加疫苗接种，截至3月29日已接疫
苗141人。

三是广泛动员社会组织接种疫苗。区民政局通过
微信群进行广泛动员，并将相关政策进行细致讲解，认
真梳理统计报名人员数据。经积极动员，全区共45家
社会组织参加疫苗接种。

按照党史学习教育及实践工作安排部
署，市民政局认真对标学史“明理、增信、崇
德、力行”的要求，开展了一系列“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清明节期间，市民政局围绕
疫情防控新常态下做好清明祭扫服务保障这
一重点工作，聚焦便民利民，整合服务资源，
优化服务水平，提升服务温度，着力在办实事
上下功夫，在“暖”服务上显事功。

聚焦为民服务
开展暖心行动

今年清明节祭扫高峰阶段，市民政局倾
力为群众打造安全、便利、舒心的线上、线下
双渠道祭扫环境，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温
暖、周到的文明祭扫服务。开通“天津市殡
仪服务”暖心公众号，为市民群众提供市属
殡葬服务单位服务内容及节地生态安葬办
理方式等信息，进行都市文明·集体共祭微
信报名，开展网上祭扫、网上骨灰续期、网上
骨灰前已预约等服务项目。截至 3月 28
日，通过网上公众号预约高峰日到市属各殡
仪服务单位祭扫群众超过9万人；2021年
以来，网上祭扫平台首页访问量超过2万，
进入纪念馆 3750 人次，观看家庭追思会
788人次，建立纪念馆262个；3月以来在线
骨灰续期服务1656人次，预约登记骨灰迁
移信息334条，线上数据信息“跑起来”，为
广大市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开展
“清风行动”推行文明祭扫，3月27、28日两
天，市第一、第二殡仪馆组织文明祭扫专场
6场，165户家庭共计426名群众参加了集
体文明共祭活动。自今年清明节在市属三
个殡仪馆开设文明祭奠循环场以来，已有
23508户家庭共计93519名群众使用文明
祭扫方式开展祭扫活动，广大市民群众在文
明祭扫追思词指引下，点燃电子追思蜡烛，
以文明简约祭扫形式，寄托无尽哀思。

坚持党建引领
发挥党员作用

为迅速适应疫情防控新常态下开展殡
葬服务新要求，加快构建与机构改革、提升
改造后各殡仪服务单位相匹配的高素质的
管理服务队伍，市民政局殡葬系统以强基
础、提效能、优服务为目标，掀起以教育促实
践热潮。处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单位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将日常工作实践作为锻炼党性、砥砺品
格的有效途径。殡仪服务总站党支部每位
党员在“亮身份、做示范、展风采”主题党日
活动中进行承诺，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切实发
挥好为民服务的先锋模范作用。今年清明
的首个骨灰撒海开放日，党员干部清晨5点
30分全部准时到岗，每个重点岗位都安排
一名党员示范岗，统一着装，佩戴党徽与“党
员示范岗”红色绶带，亮明党员身份，各司其
职，他们有的在甲板上维持秩序，有的搀扶
行动不便的老人，有的及时出现在有困难群
众身边，有力保障了骨灰撒海活动顺利有序
进行。殡仪墓地事务服务中心持续开展“党
史大家学，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党日活动，
清明节机扫高峰来临之前，在日常接待工作
之余，对安葬在天津寝园、天津憩园两个园
区的8.2万座逝者墓碑免费擦拭，用“我就是
亲人”的情感开展代民孝亲暖心服务。各殡
仪馆也纷纷开展主题党日及专题活动，克服
大风天气等各类困难，集中清整文明祭扫服
务区域，为家属营造良好祭扫环境，推动绿
色殡葬、文明殡葬活动深入人心。

今年正值市第一殡仪馆新建干部骨灰楼
投入使用，14000多户干部骨灰需要办理移
存业务，为了让服务更温暖，第一殡仪馆工作
人员逐个打电话通知每一位家属。一位旅居
新西兰的赵先生在越洋电话中讲述了因为受

当地疫情影响，无法回国亲自办理家中4位
老人骨灰移存业务和现场祭扫的困难，第一
殡仪馆工作人员主动与其取得联系，并表示
“让逝者安心、让家属满意是我们的服务宗
旨，国外疫情不可控，但是孝老爱亲的温情不
应被无视，我们一定圆满完成4位老人的骨
灰迁移，请您放心”。3月19日，一馆4名党
员，按照服务规程和家属要求，对赵先生家4
位老人的骨灰进行了代为移存办理各项手
续，将灵位牌、遗像等物品全部擦拭干净，并
且第一时间将代移全过程录像发送给了远在
新西兰的赵先生，赵先生看后激动地说，“正
是有你们的真情付出，才让我这个海外游子
踏实安心！”

许多像赵先生这样受疫情影响或因身体
不便的群众，都有不能亲临现场祭扫的实际
困难，为了满足群众感怀逝者的良好意愿，帮
助家属遥寄哀思，3月19日，市第一殡仪馆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60余人开展了“感怀
清明遥寄相思—集体代祭暖心服务”。活动
伴随着静谧安宁的音乐，在主持人的指引下
集体点亮心灯；礼宾人员身着礼服佩戴绶带，
为逝者敬献花篮；“安息吧，亲人们！我们会
记得您的嘱托，将思念化作前进的力量，续写
人生更美好的篇章！”追思词发自肺腑、感人
至深、亲切缅怀、告慰故人，使人潸然落泪。
在月光曲的柔美旋律中，同志们虔诚默哀，行
三鞠躬，礼敬先人，愿逝者安息。

3月24日，殡仪墓地事务服务中心举行
了“文明祭扫倡新风 暖心服务寄哀思”集体
代祭活动，为无法现场祭扫的群众完成清明
祭扫心愿，并倡导以“慎终追远”为内涵的清
明传统文化，进一步宣传绿色、文明、安全、健
康的祭扫方式。活动现场庄严隆重，以祈福
鼓开场，在大提琴哀婉的乐声中，在职工代表
饱含深情的致追思词中，由礼兵敬献花篮，朵
朵素菊道不尽对逝者的哀思。随后在场人员
亲手折叠千纸鹤并写上寄语，遥寄追思。全
体人员虔诚静默，代逝者家属向在此安息的

亲人行鞠躬礼，整场活动用暖心行动传递着
恩孝与大爱。

倡导绿色祭扫
弘扬文明新风

“暖心服务在清明”不仅在殡葬服务各单
位中开展，也延伸到了市内各个社区。“清风
行动”进社区是殡葬处党委近年来推行绿色
惠民殡葬，倡导文明祭扫新风的一个重要渠
道，通过社区文明共祭活动，广大群众深入了
解接地生态安葬各种形式，逐步形成绿色简
约的祭扫新风尚。

3月24日，殡仪服务总站党支部组织开
展“走进社区文明祭奠”活动，在双环邨街浩
达公寓社区举行了一场别具特色的集体追思
会，宣政策、讲故事、寄哀思、暖人心，深化“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成果。活动中，工作人员
带领20余名居民参加集体追思，点燃追思蜡
烛，烛光映照着回忆，寄托着哀思，点亮着希
望，参加活动的群众满怀深情在追思卡片上
写下对逝去亲人想说的话，并将思念寄语和
鲜花放置在祭奠墙上。在文明祭扫活动后，
总站党支部又积极探索创新海葬宣传形式，
邀请到多次参加海上文明共祭的侯女士与居
民分享参加骨灰撒海及纪念活动的故事，“政
府提供的海葬服务特别周到，安排特别仔细，
我选择了海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海葬绿
色、环保，我们大家的思想都应该与时俱进。”
情感真挚，引起共鸣。工作人员现场向群众
讲解海葬奖补政策和办理流程，并解答群众
提出的相关问题。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广大民政党员干部
职工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立足岗
位服务群众，持续开展好“暖心服务在清明”
系列活动，树立为民服务典型，弘扬爱民公仆
情怀，让“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目标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注意：这5类非法社会组织将被重点打击整治

日前，河北区民政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组成清明
节前联合执法检查组，对违规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
葬用品行为进行检查，加强源头治理,确保清明节期
间空气更清、天空更明，助力清明节更“清明”。

工作人员对相关殡葬用品店、综合市场、土产店
等有无违规销售烧纸、金元宝、金条、冥币等封建迷
信殡葬用品行为进行检查，并发放致商户的一封信，
宣传引导商户自觉抵制售卖建迷信殡葬用品，自觉
践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河北区民政局还
将进一步倡议开展文明祭扫，通过组织参观第一殡
仪馆“都市文明、集体共祭”展览和开展“鲜花换纸
钱”“丝带寄哀思”“时空信箱”等活动，引导群众选择
文明低碳祭扫方式，鼓励引导群众选择植树绿化、踏
青遥祭、经典诵读等方式缅怀逝者，不断丰富清明节
日内涵。

2019年5月以来，武清区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开
展以居民为实施主体的“小巷管家培育计划”，延伸
社区治理触角，有效改善基层治理微循环，大大增强
了基层治理的“有生”力量。截至目前，全区现有“小
巷管家”队伍84支、骨干人员共430余人。

在队伍组建工作中，武清区探索社区治理“一辕
协调、三级四维、制度护航”的支持体系，即充分发挥
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服务和引导统筹的“一辕”作用，
明确民政督、社区辅导员和社会组织联合会扶、第三
方机构陪的“三级”分工，聚合“小巷管家”、社区辅导
员和社会组织联合会、第三方机构等“四个”维度主
体力量，制定《武清区小巷管家管理办法》，规范志愿
服务管理。

为把作用发挥出来，武清区聚焦服务内容，采取
“项目化”管理的方式，将服务内容分为公益服务类、
文化发展类、公共事业类等三类，分类精准制定不同
策略的群众动员路径。在项目申报过程中，根据“小
巷管家”人员组成特点和社区治理需求，社区辅导员
和第三方机构全过程指导“小巷管家”申报服务项
目，制定年度活动策划。公益服务类项目，以关注服
务社区特殊群体为主，申报该项目的上马台镇隆泰
家园社区“小巷管家”们，与社区内85户独居老人建
立“一对一”服务，并积极招募热心居民、物业维修人
员等，为独居老人提供“保姆式”服务；社区文化发展
类项目，以传统文化传播组织为主，申报该项目的高
村镇牛镇新苑还迁社区“小巷管家”们，每逢重要节
日，在社区举办“最美夕阳红”老年戏曲活动，丰富社
区居民的娱乐生活；社区公共事业类项目，以巡察走
访矛调为主，申报该项目的徐官屯街道孔官屯社区
“小巷管家”们，通过开展“安全护家”社区行动，组成
巡逻小队，每天对社区安全警示标志、消防通道、公
共空间、电梯等公共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及时排除安
全隐患，成为社区里的安全卫士。

河北区联合监管
让清明节更“清明”

武清区实施
“小巷管家培育计划”

2021年清明节

文明祭扫系列活动

①都市文明集体共祭市第一殡仪馆主场
②市殡仪服务总站开展海上集体共祭
③都市文明集体共祭市第二殡仪馆主场
④市第三殡仪馆的集体代祭
⑤西青区王稳庄镇举行集体共祭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