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慈善法》列入立法计划

2007 年，慈善立法的消息
牵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神
经，也掀起一阵舆论热潮。

在前一年的两会上，温家
宝总理用“支持发展慈善事
业”八个字，再次肯定了中国
发展慈善事业的广阔前景。 与
此同时，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和
人大代表也在呼吁中国要大
力发展慈善事业，实现社会财
富的第三次分配。 他们的建议
和提案， 体现了芸芸众生对

“慈”的青睐和对“善”的渴望。
2007 年 8 月 22 日， 在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
沛透露：慈善法已再度列入国
务院立法计划，民政部正在积
极进行调研，推动该法的立法
进程。

身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
委员会委员的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郑功成曾经预测，慈善法
可能会在 2009 年之前获得通
过。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
个预测过于乐观。

与此同时，2004 年颁布的

《基金会管理条例》 对基金会
的设立主体并没有做境内外
的限制，境外及香港的基金会
可以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
构。 2006 年，世界经济论坛设
立北京代表处。 2007 年，多家
境外基金会落地中国。 比尔及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美国）北
京代表处、 世界健康基金会
（美国）北京代表处、世界自然
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威
廉·杰斐逊·克林顿基金会北
京代表处等相继成立。 应善良
福利基金会（香港）上海办事
处、李嘉诚基金会（香港）北京
办事处、中华爱心基金会（香
港）北京代表处也相继成立。

此外，随着国家对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实行两免一补 ，
2007 年，各公益组织纷纷将助
学方向转向非义务教育阶段，
高校贫困大学生成为新的关
注焦点。

2007 年，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的“圆梦行动”在全国累
计筹资额达到 2.5亿元， 资助家
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逾 8万人。

在这一年， 中国扶贫基金
会的“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
项目”、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
“未来工程”等助学类公益项目
都取得了不俗的募款成绩。

在教育类项目大获丰收的
时候，高校教育基金会更是赚
得杯满盘满。 北京大学教育基
金会在 2007 年共募集善款达
3 亿元之多。 清华大学教育基
金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等
大学基金会在 2007 年也均有
上佳表现。

2007 年国企延续了上一
年大额捐赠的传统，几家大型
垄断国企捐赠数额都较大，中
石油豪掷 10 亿元投向公益自
然不用说，捐赠超过亿元的企
业有 3 家、 捐赠超过千万元的
企业有 15 家。

业内人士分析，2008 年年
初，国务院国资委颁布《关于中
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
见》，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
响。 此意见将很有可能推动央
企更广泛地参与公益慈善事
业，并在国企中发挥表率作用。

2007 慈善立法提上日程

2007 年 8 月 22 日， 在国
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透露 ：
《慈善法》 已再度列入国务院
立法计划。

随着公益慈善事业的蓬
勃发展 ， 进入 21 世纪以来 ，
《慈善法》 的立法呼声日益高
涨 ， 民政部早于 2005 年正式
启动 《慈善法》 的起草工作，
2006 年 《慈善事业促进法》草
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
立法计划 ， 准备于 2007 年提
交全国人大审议。 不料，草案
在内部引发争议， 几易其稿，
未能进入下一步立法程序。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
朱卫国在当时撰文指出， 慈善
法在立法宗旨、政策定位、管理

体制等许多方面，“都尚未成熟
到形成共识的阶段， 有些问题
甚至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曾经参与草案讨
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
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也认为，
慈善法被搁置的原因是各界对
慈善问题的看法还存在很多分
歧和争论，“特别是慈善与政府
之间的关系”。

就在民政部启动慈善立法
工作的前一年， 党的十六届四
中全会决议首次明确将 “发展
慈善事业”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慈善”如何定义？ 这是主
要分歧之一。 自彼时起，慈善
事业姓 “民 ”还是姓 “官 ”便引
发争议。

（张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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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是非常特殊的一
年， 更是中国慈善史上一座里
程碑。

巨大灾难引发海内外空前
的慈善高潮， 慈善捐助刷新纪
录。 2008 年中国重大自然灾害
频发， 特别是年初南方大部分
地区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和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的
8.0 级特大地震， 造成严重损
失。 大灾引发了两场慈善捐助
高潮。据统计，截至 2 月 29 日，
全国接收各界冰雪灾害捐赠款
物 22.75 亿元； 截至 12 月初，
全国接收各界地震捐赠款物
751.97 亿元。

汶川地震和奥运会引发中
国志愿服务高潮。 受北京奥运
会、 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的需
求激发，2008 年中国志愿者队
伍至少增加了 1472 万人。汶川
地震发生后，据统计，深入灾区
的国内外志愿者队伍总量在
300 万人以上， 在后方参与抗
震救灾的志愿者人数在 1000
万以上， 其经济贡献约 185 亿
元；另一方面，北京奥运会、残
奥会的召开， 更是普及了志愿
精神。 统计显示，170 万名奥运
志愿者服务累计超过 2 亿小
时，4 名中国志愿者和北京志

愿者协会还分别获得“联合国
卓越志愿服务奖”及组织奖。

慈善政策和法律法规进一
步完善。 在鼓励捐赠的税收优
惠制度上，2008 年 1 月 1 日正
式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将
企业捐赠免税额度由原来的
3%提高至 12%；汶川地震发生
后，《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
见》对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
会团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向受灾地区的捐赠，允
许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前和当年
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12 月
31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和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
的通知》，明确了公益性社
会组织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的认定权
限和程序等问
题。

此外，慈
善事业协
调指导机
制有了重
大突破。
民政部
根 据
国务

院确定的“三定”方案进行机构
改革，成立“社会福利和慈善事
业促进司”，明确了政府对慈善
事业的管理职能和机构。

另外， 慈善文化建设得到
极大推进。在传媒界，各类媒体
对慈善领域的关注和宣传超越
了以往任何一年。 据统计，仅
2008 年 1-10 月， 各类慈善文
艺演出共计 85 场次。 调查表
明，5-6 月，北京、上海、重庆等
城市， 通过捐赠款物支持抗震
救灾的市民达 90%以上。

2008 社会捐赠井喷

事件：“铁公鸡排行榜”始末
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周后，

2008 年 5 月 19 日，一个“国际
铁公鸡排行榜”以转帖、短信等
方式广为流传， 外企遭到网络
舆论的强烈抨击。 然而，其中的
信息并不准确。 5 月 12 日地震
当晚，百胜餐饮集团（肯德基母
公司） 已决定捐款 300万元。 5
月 14 日， 麦当劳宣布捐款 100
万元。 5月 15日，三星电子向红
十字会捐款 3000万元。 但就在
当日，流传最广的“铁公鸡榜”版
本出笼，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
星， 后面分别是诺基亚、 大金、
LV、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
丰田、古驰（GUCCI）和 LG。

事实尚不清楚，愤怒已然
集结。7 家“铁公鸡”身后，还陆
续出现了宝洁、 戴尔、IBM 等
跨国公司的身影。

跨国公司顿时陷入千夫
所指的境地。

在汶川这场震动中国的

巨大灾难发生之后，儒家文化
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得以
彰显，中国本土企业纷纷以巨
额捐助践行 “兼济天下 ”的传
统观念。 相比之下，恪守西方
商业伦理的跨国企业们却难
以理解这种行为，更忽略了这
股力量的强大。

同样忽略了这一点的，还
有王石和万科。 当然，更多的
国产品牌在这场碰撞中获得
了公众的空前追捧，捐款 1 亿
元的加多宝集团一夜之间尽
人皆知。

“铁公鸡排行榜” 造成的
舆论压力令外企开始反思在
中国的公益模式，也在一定程
度上逼迫外企加大捐赠额度
以重塑其在华的公众形象。 与
此同时，也令中国公益领域的
专家学者开始思考公众的慈
善观念和价值取向。

（张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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