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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4年提出未通过方案

奥巴马慈善捐赠减税政策改革备受非议

友邦中国青年领袖上海对决
“消贫”创意推广大赛完美落幕

2 月 18 日，奥巴马连续第四
年抛出计划，缩减富人向教会和
其它非营利性组织捐赠后可获
得的税费减免，非营利性团体也
连续第四年批评此举会导致慈
善募捐的大幅度缩水。

该缩减计划已被奥巴马列
入了 2013 年预算提案中。 美国
犹太正教联盟对此提出抗议，该
联盟华盛顿区负责人内森·迪亚
蒙特说：“我们希望今年不会对
此进行缩减，曾要求不再对此政
策进行修改， 但并未获得采纳，
目前情况堪忧。 ”

奥巴马此次计划对纳税榜
前 2%，即收入超过 25 万美元人
群的慈善捐赠减税从 35%降低
至 28%。 这意味着一位富翁每捐
赠 1 万美元后将仅获得 2800 美
元的减税， 比现在的 3500 美元
还要少。

对于奥巴马在一年前的
2012 年预算中的相似提案，印第
安那大学慈善中心当时的分析

是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税
收，而对慈善捐赠的负面影响适
中。

奥巴马称之前的政策对中
产阶级纳税人不尽公平，相比富
人能得到的大幅度减税，中产阶
级做出同等捐赠后仅获得 15%
的税收减免，并称慈善事业并不
会因政策调整受到影响。 此前，
白宫在 16 日指出此政策调整并
不影响来自个人和基金会占总
体 80%的慈善捐赠，因此并不会
对慈善事业有实质性冲击。

此前一次的相关减税政策
调整还要追溯到 2002 至 2003
年度小布什执政期间，将该百分
比由 38.6%降至 35%。 白宫社会
创新办公室负责人乔纳森·格林
布拉特在白宫博客上指出，“当
时政策调整后，个人捐赠数量反
而增加，所以对此影响较大的应
为其他因素。 ”

然而慈善团体坚持认为该
项提案是错误的。

国际慈善组织咨询机构得
克萨斯州杜汉公司主席兼 CEO
瑞奇·杜汉说：“在慈善业依然举
步维艰的时候作此提案就是一
个错误。 ”据杜汉公司在一月份
针对 1000 人做出的调查可见，
10 个美国人中就有 8 人反对删
除、 削减或限制慈善捐赠减税，
因为该项减税鼓励人们在捐款
帮助别人的同时自身不因此陷
入困境。

全国福音组织华盛顿区负
责人加伦·卡瑞认为该提案将起
到极大的反作用，他说：“我们完
全支持降低财政赤字的需求，但
不应该是一直通过这样的方
式。 ”

伊利诺伊州调查组织空墓
公司执行副总裁席薇亚·蓉斯维
尔指出，根据其公司对慈善捐赠
的追踪调查数据，2009 年，美国
74%的慈善捐赠流向了教会和
宗教组织。

（据《华盛顿邮报》高文兴/译）

英国最近推出了一项新的
旨在鼓励企业捐赠减税计划（C
志愿计划）， 慈善机构预计每年
可额外获得 10 亿英镑。 这笔款
项约为慈善机构此前总收入的
10%。

财政部对“C 志愿计划”非常
感兴趣，计划会刺激企业及其雇
员为慈善事业奉献时间和相关
资源。

这项计划在工作与退休金
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创办的
智囊团“社会公平中心”的报告
中已作概述。 社会公平中心的工
作在英国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
力。

慈善机构原本每年可获得
捐赠 110 亿英镑。 在新的减税计
划下，每年可多获得 10 亿英镑。

这项计划将从两个方面施
加影响。 对雇员个人而言，他们
每个月将抽出几个小时进行志
愿活动，慈善机构从而可获得免
费的劳力；对公司而言，他们将
按雇员的志愿活动时间提供捐
款， 价格可能是最低工资标准
6.08 英镑每小时。

在这一类似于“研发减税体
系”的计划中，公司还可以抵消
税收成本。

这份报告是由社会公平中
心 和 社 交 媒 体 企 业 家 Ab�
Banerjee 去年成立的 C 社会企
业共同拟定的。 该报告以虚拟的
女性律师凯特为例，凯特每月抽
出 19 个小时， 即一个工作日半
天、 一个周六和两个工作日晚
间， 帮助慈善机构并拜访老人。
相应的，这位律师的雇主为她向
慈善机构提供的志愿工作时间
按最低工资支付金钱，那么她的
C 账户每年进账 1386 英镑，凯

特可以将这笔钱捐给任何一个
慈善机构。

社会公平中心希望这项计
划可以帮助一直被大型慈善机
构的阴影所笼罩的小型慈善机
构。 报告称 3%的慈善机构吸收
了 75%的捐赠。

社会公平中心的加文·普尔
说：“我们需要有创意的新项目
来让英国的公司在处理深层次
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教
育失效、倚赖社会福利。 这些问
题不仅是在经济上也在社会方
面缓和了英国的民间矛盾。 这些
方案描绘了一幅切实的蓝图，将
振兴英国的第三产业，并帮助人
们重建破损的精神生活。 英国在
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方面的历
史纪录还不错。 但是我们仍远落
后于美国，美国人的慈善意识更
加根深蒂固。 在美国，慈善捐款
每年达 2120 亿美元（1350 亿英

镑）， 按比例计算约为
英国的两倍。 我们需要
向美国的公司捐赠文
化迈进。 ”

这份报告是政府
去年 6 月发布的捐赠
白皮书的延续，该白皮
书旨在帮助英国建立
美国式的慈善。 美国的
慈善机构每年收到的
捐赠数额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 1.45%。 英国慈
善机构每年收到的捐
赠数额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 0.76%。

一项政府调查显
示 2010 到 2011 年，英
格兰 25%的目标人群
（1060 万） 每月一次参
加正式的志愿活动。 慈

善救助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
2010 到 2011 年，58%的 16 岁
以上的英国人（2950 万）曾向慈
善机构捐赠。 人均捐款额为 11
英镑， 较上一年的 12 英镑有所
下降。

巴克莱银行慈善委员会的
前任副主席约翰·安德森说：“C
志愿计划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可
能在全国范围内带来广泛的效
益。 巴克莱银行的 C 志愿计划做
得很好。 我们和一所学校合作帮
助有沟通障碍的年轻人。 我们还
和一家慈善机构合作帮助亚裔
年轻女孩摆脱受虐环境。 通过向
慈善机构提供更为需要的现金
捐赠，C 志愿计划将使志愿者伟
大的工作得以平衡。 政府对该项
目的支持将促使慈善机构和企
业向志愿项目投资，这些项目将
会带来真正的改观。 ”

(据新社会网站)

一般而言，美国合法工
作者要交收入所得税 30％
左右，年收入越高，交税比
例越高， 如果年收入达 10
万或以上，像热门专业的高
级工程师、经济师和高层管
理人员，高年资医师、律师
等，税率可达 50％。 低于一
定水平的收入者在税收之
后的年底会得到政府退税。
美国通过减税来鼓励民众
的慈善行为。 法律规定，如
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
款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
10％， 就可以减免 10％的
税款；如果不到 10％，则可
以在缴税时扣除已经捐出
的善款。 为鼓励志愿活动，
某些机构认为志愿者捐献
的义工时间达到某个标准
后，其本人可按最低工资标
准享受减税待遇。

美国慈善根本意义并不
在于如何“避税”，而在于政
府与公民社会以特定方式进
行有效互动。 这项公共政策
的意义在于， 政府允许并鼓
励公民个人为增进社会福祉
而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 公
民不必只是被动听从政府的
计划和安排， 他们自由选择
把钱多付出给社会时， 可以
把钱少交给政府。 公民这样
做是帮助政府， 而不是在拆
政府的台， 这是一种非常美
国式的思维。

美国《国内税收条令》
规定， 可享受免税资格，收
受抵税捐赠的 8 个限制性
项目，分别是：宗教、教育、

科学、文学、公共安全测试、
国内外儿童抚养，另外还有
两个特殊项目，即业余体育
比赛和防止儿童、 动物遭
虐。

美国人捐款减免税极
其方便，只需在年底报税单
上附上慈善机构的抵税发
票，即可坐等税务局寄来的
退税支票。 但是，任何一家
慈善机构，要取得签发抵税
发票的权利，都必须受税务
局各项严格监管：慈善机构
须提供年度报表，包括年度
收支明细账， 其付给董事、
执行官、骨干雇员和五个收
入最高员工的薪酬等；同时
必须通过专门机构对慈善
机构的财务和经营状况的
审计，审计对象每年会有不
同侧重。 美国税务局通过评
估，对违规的慈善机构给予
处罚或罚金，其中最严厉的
处罚莫过于取消一个组织
的免税资格———这无异于
将该组织判了死刑。 不过这
种处罚很少使用，更常见的
是处以罚金，受到处罚的往
往是违规的个人，而非慈善
机构。

善款用途除赈灾之外，
很多时候是公益性的，2006
年，32.8%(960.82 亿美元)捐
给宗教组织；13.9%(400.98
亿美元)捐作教育的用途，包
括大学、图书馆等。 还有许
多捐给公共电视、广播和各
种与环保、和平、人权有关
的非政府组织。

（据 21cn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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