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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
在北京召开“积极发展我国慈善
公益事业”提案办理协商会，民政
部副部长窦玉沛出席了会议，全
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王显政主持会议。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快速
发展，但去年频发的公益慈善事
件引发了社会对慈善事业的信
任危机。 如何促进我国慈善事业
健康发展成为今年委员们关心
的话题。

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被认为
是阻碍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王修林委员指出， 在我国 2000多
家慈善基金会中，有公共网站的不
到 25%，每周更新信息的不到 5%，
在网站上按照《慈善公益捐助信息
公开指引》要求公开财务、捐赠信
息的更少。 王名委员认为，法律法
规对公益慈善信息公开缺少明确
具体的规定，公益慈善组织缺乏信
息公开的动力和机制都是目前我
国公益慈善组织在信息公开方面
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此，窦玉沛表示，民政部在
去年出台《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
开指引》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出台
《慈善捐助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目前已经完成了初稿，管理办法
将在慈善捐助信息的公开主体、

内容、时间、方式和途径上进行刚
性规范。此外，民政部已经委托民
间机构建立一套慈善捐助信息系
统， 进一步推动慈善组织运作的
公开透明。

从 2006 年开始，每年都有政
协委员呼吁针对慈善事业出台全
国性法规。今年，慈善立法更是成
为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秦百兰委员认为， 法律建设
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了慈善事业
的健康发展。 刘汉铨委员进一步
指出， 目前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
慈善事业法， 涉及慈善捐助的法
律法规多属于行政法规、 部门规
章，这些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不高，
法律制度上存在着缺失和相关制
度不配套以及可操作性不强或过
时的情况。 杨澜委员也在提案中
呼吁慈善法尽早出台，她认为，中
国慈善事业方兴未艾， 一部慈善
大法的及时推出， 对于慈善领域
的长期规范发展， 对于慈善公益
组织的成长模式至关重要。

针对委员们加快慈善立法的
呼声，窦玉沛表示，民政部积极推
动和参与慈善立法工作， 已经将
《慈善法》 初步草稿上报国务院。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
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 等 3 个社会组织

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也正在推
进。在立法前的这个过程中，就社
会关注的一些问题， 民政部正在
起草关于加快推动慈善事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 争取年内出
台。

窦玉沛指出， 我国慈善事业
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发展的潜
力和空间还很大。 除了政府的激
励，慈善文化的培育不可或缺。 为
此， 民政部已经连续开展了七届

“中华慈善奖” 评选表彰活动，表
彰了一大批倾注于慈善事业的爱
心机构、个人和项目。今年 7月 12
日， 民政部将在深圳举办首次国
家级、 综合性公益慈善项目交流
展示会，为社会大众了解、参与公
益慈善事业开设新的窗口。 另外，
目前正在江苏南通筹建中的中华
慈善博物馆， 将集中展示古今代
表性慈善人物、慈善事件、慈善思
想精神等， 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慈
善事业提供综合性的场所。

最后， 窦玉沛就我国慈善公
益事业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
以及民政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向
委员们做了简要介绍，并表示，民
政部将高度重视委员就慈善公益
事业所提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办理
工作， 积极促进我国慈善公益事
业的发展。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News 03要闻
２０12．6.12 星期二 责编：刘丽波 美编：继东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潜力和空间还很大

� � 6 月 6 日，国家民间组织管
理局发布《关于中央财政支持社
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评估
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为保证
项目执行进度，项目资金应当于
7 月底前执行 50%，11 月底之前
执行完毕。立项单位应当于 8 月
10 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相
关资料，以便于及时拨付第二笔
项目资金。

据了解，依据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
施方案和实施细则，国家民间组
织管理局项目办将委托清华大
学 NGO 研究所对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评估。清华大学 NGO 研

究所已编制《项目中期报告书模
板》和《项目执行指引》。

2012 年 3 月 9 日中国社
会组织网发布《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公告》，2012 年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下简称“项目”）预算总资金 2
亿元左右。 其中，大约 5000 万
元用于资助 150 个左右西部
地区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活动。

“项目” 确定了资助社会组
织展开四类项目，包括发展示范
项目、 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人员培

训示范项目。
发展示范项目拟资助 150

个左右西部地区社会组织开展
社会服务活动。 重点资助四川、
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
西部地区困难社会组织开展公
益慈善项目。 且在市、县民政部
门登记的社会组织申报项目总
资金要达到发展示范项目总资
金的 50%以上。

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拟
资助规模较大、职能重要的全国
性社会组织和具有较强区域辐
射功能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委
托的社会服务。

（益文）

以“发展·融合·透明”为主
题的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
流展示会（以下简称“慈展会”），
将于 7 月 12 日至 14 日在深圳
举行， 记者 6 月 10 日从深圳市
民政局获悉，目前报名工作已经
结束， 共有来自 1022 家单位和
项目报名参加，其中公益组织和
项目有 753 家， 基金会有 125
家，国资企业和民资企业有 126
家。

本次展会突出体现了三个
方面的特点， 一是主体多元化，
汇聚了国内有代表性的公益慈
善组织和项目、基金会、企业、教
研机构及省、市、自治区参展团，
是一次国家级、综合性的公益慈
善项目交流展示盛会；二是交流

广泛化，参展机构和人员来自政
府、民间、媒体、企业、专家等各
领域；三是形式多样化，将以高
峰论坛、专题论坛、大型沙龙、公
益摄影展以及公益慈善项目电
视大赛等形式推广慈善项目，传
播慈善理念。

据了解，首届慈展会分为主
会场静态展示区、 动态体验区、
大型论坛和沙龙、 公益节庆、公
益慈善项目电视大赛、网络交流
展示平台等六大板块。目前已进
入攻坚阶段， 招展亦近全部结
束。 据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本
次展会报名特别踊跃，超过展会
预期报名，现在需要进行资格审
查和筛选，提升参展水平。

（据《南方日报》）

1022家单位和项目报名首届慈展会民政部进一步推进中央财政
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评估

（来源：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