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请辞 一人去职 不再提“第三方独立”

红会社监委变身“建设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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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记者 张明敏

新闻

� �“社监委不是一个公众直接
监督的组织，也不是一个单纯的
专业性的监督组织，它是一个专
业性、建设性的平台，是以真实
客观、理性分析为基础建设的平
台。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
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 6
月 14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
员会（以下简称“红会社监委”）
从 2012 年 12 月 7 日成立以来，
一直备受关注，来自社会各界的
评价褒贬不一，质疑声也从未间
断。 舆论之下，社监委一度被描
绘成红十字会的公关部，也有公
众指责社监委没能发挥实质监
督作用。

6 月 14 日，中国红十字会社
会监督委员会在红会办公室召
开新闻发布会，4 名委员出席，分
别是黄伟民、 杨团、 金锦萍、袁
岳。 按照社监委章程规定，此次
发布会将 6 月 9 日社监委的首
次年中工作会议内容向媒体披
露并回答媒体提问，这也是红会
社监委成立以来的首次媒体沟
通会。

16 名委员变 15 名
王永去职新闻发言人

成立之初，社监委主要邀请
包括学界、法律、医学、财会、媒
体等各界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
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
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担任其委
员，首批社监委委员共计 16 人，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永
被委任新闻发言人。

当天发布会披露，已有一位
委员离开，目前社监委委员数量
为 15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武警
部队后勤部副部长、武警总医院
院长郑静晨请辞。 对于请辞原
因，杨团对《公益时报》记者表
示：“郑静晨辞职与社监委压力
无关，是由于他自身工作职务调
整，没有更多精力来进行社监委
工作。 ”

而新闻发布会只有 4 名委员
出席， 作为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的
王永并没有出现在发布会现场，
对此外界称他已不是社监委新闻
发言人。 黄伟民对《公益时报》记
者表示：“这次会议出席委员人数
都是自愿的， 王永他因有自身工
作出差在外，没能参加这次会议，
他现在也不再是新闻发言人，社
监委新闻发言今后都由我来牵头
协调各位委员接受采访。 ”

对于王永作为社监委新闻
发言人期间的评价， 黄伟民说：
“王永作为新闻发言人通过微博
发布相关信息肯定是经过社监
委授权的，但他自己的有些事情
我也不是很清楚，但今后社监委
新闻发言工作我将承担大部分，

并协调各委员做好。 ”

遇新证据就建议红会
重查郭美美

对于外界一直关心社监委
是否会就重启郭美美调查作出
决定，在此次社监委年中会议上
有委员提出要求重新调查郭美
美事件，但未能对是否重启调查
郭美美事件作出表决。 社监委认
为，郭美美事件已经由国家司法
机关作出了调查结论，如果有新
证据出现会建议红会重启郭美
美调查。

“在本次社监委年中工作会
议上的确有委员提出要重启郭
美美调查，但社监委并未就此进
行表决，社监委并不是一个执法
机构，如果要重启调查，社监委
如何进行调查是一个问题，社监
委只能建议红会协调相关部门
进行调查，但前提是需要有新的
证据，对于郭美美事件红会已经
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作出过调
查结论，社监委欢迎广大公众提
供相关新证据。 ”金锦萍委员说。

2011 年 7 月， 由监察部、中
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刘
安元律师事务所、中国商业联合
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人员
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商红会及
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查。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红十字会对外公
布“郭美美事件”调查报告，商业

系统红十字会（简称“商红会”）
中不存在“红十字商会”这一机
构，也没有设立“红十字会商业
总经理”这一职务；郭美美未在
商红会及其合作企业王鼎公司、
中红博爱公司中任职。 商红会的

“博爱服务站” 项目不涉及公众
捐款和红十字会资金，中红博爱
公司的银行对账单及财务支出
明细均显示该公司未向郭美美
支付任何费用。 因此，郭美美其
人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
会无关，郭美美炫耀的财富与红
十字会、公众捐款和项目资金无
关。

“之前已经有执法机关作出
过相关调查结论，尽管现在公众

对事件还有质疑就应该出示相
应证据，如果有新的证据出现我
们肯定会建议红会就新的证据
展开调查，目前社监委并未获得
相关证据，不会建议红会重启郭
美美调查。 ”袁岳委员表示。

对于社监委为什么不能像
调查“成都红会捐款箱发霉事
件” 一样主动调查“郭美美事
件”， 黄伟民说：“两件事虽然都
和红会有关联，但成都捐款箱发
霉事件易于调查，郭美美事件涉
及多个层面和部门， 跨度很大、
层级很多、历史久远，不是一个
社监委出面就能调查完成。 社监
委已经形成决议，待有新的证据
之后会建议红会重启郭美美调
查。 ”

在场委员回应网络质疑

在场四位委员除黄伟民外
均或多或少被质疑过，发布会上
他们分别给出回应。

对于委员金锦萍的质疑主
要集中在她虽然辞去了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员的职务，
但现正仍担任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理事，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
红会的直属机构，这两个机构有
直接关联。

金锦萍回应道：“不管是红
基会理事、社监委员这两个都是
志愿行为，我不在其中拿任何报
酬。 有人说红会和红基会是有关
联的，但我认为这两者完全是两
个不同的机构，研究了关联关系
和关联交易的区别之后，在这两
个机构里都只有我在做利益输
出，我觉得红基会的理事身份不
会影响在社监委的角色发挥，反
之我还更懂得了红会一些运作
方式，更有利于社监委委员的角
色发挥。 如果我以这种志愿方式
在红基会和社监委任职公众还
有质疑，我可以考虑辞去社监委
委员一职。 ”

2012 年，袁岳的公司零点咨

询研究集团承接了红会“博爱家
园” 项目自评阶段的设计工作，
并按照当时市场价格的三分之
一收取设计费用， 共 6 万元，因
此袁岳被质疑是否与红会有利
益关联。 袁岳表示：“公司承接红
会博爱家园项目评估时，自己还
并不是社监委委员，担任委员后
自己也作出了反思，觉得和红会
还是应该保持无利益关联为好，
所以自己将承接红会项目收受
的 6 万元退还给红会，得到红会
的应许， 该项目公司将免费进
行。 ”

对于委员守则中提到的要
求委员与红会无任何利益关联，
袁岳称自己在担任委员期间和
离任委员后三年内不会再承接
红会的任何项目。

对于杨团的质疑，则是因为
她长期担任着红会改革课题的
研究工作。“在担任社监委委员
之前，我就一直在研究红会改革
的课题，对于社监委委员我是有
纠结的， 并且纠结过很长时间，
但现在我觉得正是因为我长期
研究红会相关课题使我对红会
了解更深、更多，原先红会确实
让我们干一些事情，但成为委员
后我可以建议红会干一些事
情。 ”杨团说。

“专业桥梁、建设性平台”

在 6 月 9 日的社监委年中
会议上，“专业桥梁、 建设性平
台”这一定位被提出，有委员认
为这个定位更加清晰。

一直以来，社监委以“独立
第三方监督机构” 的形象示人，
所有委员和中国红十字会均无
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
形式的报酬。 但随着质疑接踵而
至，“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的独
立性表现在哪里成为公众最关
心的问题。

“第一， 社监委委员都是各
行业的专业人士，每一个人都是
独立的， 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
立的专业和自己比较熟悉的领
域。 第二，独立性就表现在我们
这个群体的讨论是我们自己的
讨论，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后作出
的决定， 没有别人强加于我们。
第三，工作方式是独立的，经常
看着哪里有问题，我们会提建议
和意见，工作方式是我们自己把
握的，是独立的。 ”杨团解释说。

杨团也坦言，社监委要说真
正独立也是有限制的：“我们不
是监事会，没有得到会员代表大
会的授权去监督理事会，顶多能
够用建议的方式，不能说理事会
你的决策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的
权限只是执委会下设的一个社
会监督委员会，执委会是理事会
的一个执行机构，角色就是搭建
平台， 包括通过公众和媒体交
流，目前这种探索还在进行中。 ”

针对网上爆出
社监委多名委员与
红会存在利益关联
后，相关委员们纷纷
通过微博进行了回
应。 根据社监委年中
会议的决议， 形成了
社监委委员守则，规
定社监委委员在担
任委员期间和离任委
员一年内不得承接红
会任何项目。

“

”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媒体将委员们围住提问，许久不能散去

� � 面对众多等待解答的问题，四名委员认真倾听，耐心回答，也略
显疲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