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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提案委协商：

慈善必须“有法可依”
� � 日前，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
就“积极发展我国慈善公益事
业”举行提案办理协商会，就 23
个涉及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提
案办理与相关部委交流协商。

此次协商会正值深入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
协提案办理工作的意见》 之时，
协商会上提、办双方以及有关部
门的同志充分交流、互动，体现
出提案办理作为协商民主重要
形式的独特优势。

引导慈善公益组织健康发展

针对目前慈善公益组织发
展面临的问题，王修林等委员在

提案中提出要围绕提高民间慈
善活动的公信力，全面加强其制
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和公益化
建设，加大信息公开透明的刚性
约束，完善组织构架，加强社会
化运作能力。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对这
些建议予以回应：“目前我国慈
善公益管理机制初步形成，政府
将引导各类公益组织的健康发
展。 民间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态势
良好，同时也存在很多亟待解决
的困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逐步予以解决。 ”

作为慈善机构的代表，中国
扶贫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
位的代表也在会上向委员们介
绍了慈善项目的运作流程，保证

每一笔善款都会得到妥善处理。

慈善必须“有法可依”

张燮飞等几位委员在提案
中提出的尽快出台慈善法等建
议同样得到了积极回应。 张燮飞
提出，现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制
定于上世纪 90 年代， 部分条款
应当予以调整；王名等委员呼吁
及时出台慈善事业法及其配套
法规，解决目前慈善公益事业法
律缺位带来的问题。

全国人大法工委社会法室
相关同志表示，公益事业捐赠法
的修改是近年来广大政协委员
和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热点问
题，目前正在结合慈善事业法的

起草工作一并予以研究解决。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相关

同志透露，目前慈善事业法正在
研究起草阶段， 其中社团条例、
基金会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条
例等具体细则有待进一步修订
完善。

关注税收优惠政策

农工党中央在《关于修改我
国慈善税收相关条例》的提案中
提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企业
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
额 12％以内，个人捐赠在年收入
30％以内部分在计税时予以扣
除，这对鼓励企业参与慈善公益
事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相关规

定的不完善遏制了广大民众的
参与热情， 建议提高扣除比例，
并参照其他国家，评估折算物资
捐赠、 劳务捐赠的价值一并扣
除。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
巡视员丛明表示， 目前我国税
前扣除 12％、30％的比例已经在
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 尚不具
备提高比例的条件， 但在特大
自然灾害时期可以提升为全额
扣除。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原
则是刺激、 鼓励企业及个人向
社会奉献爱心，国家适当补贴。
企业及个人在捐赠善款时应当
索取相关凭据， 作为税收抵扣
的凭证。

（据《人民政协报》）

6 月 17 日， 由民政部和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指
导， 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会
（筹）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婚姻
家庭论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
行。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福建省
副省长陈荣凯、 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副主任叶克冬出席论
坛，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主持
论坛。

据悉，自 1989 年首例涉台
婚姻在厦门市登记以来， 两岸
婚姻已超过 32 万对，并以每年
1-2 万对的速度在增长， 已经
成为推动两岸民间交流、 维护
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
四届海峡论坛从民生角度考
虑， 首次举办海峡两岸婚姻家
庭论坛。

李立国在致辞中表示，作
为婚姻登记管理工作的主管部
门， 民政部将在有关部门的积
极支持和配合下， 进一步实施
为民举措， 增进两岸婚姻家庭

利益福祉，深化民间往来，促进
两岸婚姻家庭交流向常态化和
制度化方向发展。

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
心是民政部直属事业单位，致
力于开展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工
作交流合作， 建立有效沟通联
系渠道，搭建交流沟通平台；受
理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当事人咨
询、呼吁和投诉，协助协调相关
部门解决合理诉求， 维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 组织开展海峡两
岸婚姻当事人婚姻家庭辅导，
提高两岸婚姻及家庭生活质
量； 开展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政
策理论研究和政策宣传， 受理
委托指导地方服务机构开展工
作。 今后，两岸婚姻当事人可以
采用多种方式与海峡两岸婚姻
家庭服务中心联系，反映诉求、
进行咨询、 获取有关信息和相
关服务， 以进一步提高两岸婚
姻及家庭生活质量。

（据民政部）

� � 今年中央财政资助 2 亿元，
在全国第一次实施支持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其中，青海省
19个项目获 662万元资助。

近日，中央财政首次对社会
组织进行重大专项支持，为青海
的社会组织落实扶持项目资金
662 万元，实施 19 个项目。 6 月
15 日，中央财政支持西宁颐和老
年乐园失能老人扶助示范项目
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中央财政
支持青海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
务的 19 个项目启动实施。

今年，中央安排 2 亿元专项
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服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社
会组织进行重大专项支持，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组
织建设发展和服务管理的高度
重视。 尤其在项目和资金安排
上，突出了对包括青海在内的西
部地区、 民族地区的倾斜和照
顾。 在全国已经立项的 377 个项
目中，青海省有 19 个项目，占到
总数的约 21%，项目资金数也超
过全国各地的平均数。

此次青海省民办幼儿园、学
校、慈善医院以及农村专业经济

协会等一批社会组织获得了资
金支持。 其中西宁颐和老年乐园
是唯一获得资助的老年养老机
构，中央财政将为该老年乐园注
入扶持资金 35 万元， 帮助敬老
院增添设备、 开展人员培训，提
升敬老院的服务水平和管理能
力。 （据人民网）

新闻链接>>>
甘肃 21 个社会服务
项目通过中央评审立项

记者从甘肃省民间组织管
理局获悉，今年以来，甘肃省共
有 21 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项目通过中央评审立项，资金达
710 万元。 该项支持源自今年中
央财政 2 亿元专项资金。 此次甘
肃省通过中央评审立项的项目
中，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
展中心关于“农村社区生态扶贫
发展示范项目”引人关注。 该项
目实施对象为平凉市崆峒区大
寨乡老庄洼村，将通过养殖使 60
户贫困农户受益，通过薪炭林地
种植， 使 2000 亩荒山得到生态
恢复。 （据《甘肃日报》）

中央财政 662 万元支持青海 19 项目首届海峡两岸
婚姻家庭论坛召开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副部长窦玉沛出席 立项后 10 个工作日内

申请拨付资金
根据 《央财政支持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细
则》，此次在全国第一次实施支
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预算总资金 2 亿元左右， 发展
示范项目大约 5000 万元 ，承接
社会服务试点项目大约 6000
万元，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大约 7500 万元 ，人员培训示范
项目大约 1500 万元。

发展示范项目方面， 拟资
助 150 个左右西部地区社会组
织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承接社
会服务试点项目方面， 拟资助
50 个左右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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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项后 10个工作日内，由项
目办公室按程序申请拨付资金。
项目资金分两次拨付， 第一次拨
付 80%的资金， 项目中期报告获
得通过后，拨付剩余 20%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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