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案建议：建议全国
人大将社会组织的基本
法纳入立法规划

《关于 推 动 公 益 创
投，鼓励在金融创新中探
索成立公益银行》

语录 ：“社会组织的
发展需要激发自主社会
力量的广泛参与，更需要
相应的制度建设。 ”

� � 提案建议：制定公
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
标准

语录 ：“捐赠人和
受益人在内的社会公
众的权利意识、问责意
识增强，公益慈善组织
透明机制建设滞后。 ”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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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公益时报》 记者
在北京会议中心 3 楼的政协分组
讨论会议室见到了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

会上，他与大家分享了自己
的四个提案：《关于制定公益慈
善捐助信息公开标准的建议》、
《关于解决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
参照享受全国劳模待遇问题的
建议》、《关于完善公益捐赠税前
扣除政策的建议》和《关于将中
国红十字会养老服务工作纳入
国家整体养老服务工作体系并
予以支持的建议》。

其中，《关于制定公益慈善
捐助信息公开标准的建议》备受
关注，分组讨论结束后，郭长江
与《公益时报》记者深入讨论了
这一提案。

郭长江首先和记者分享了
一组调查数据：《2013 年度中国
慈善透明报告》显示，超过 20%
的公众对当年的信息披露工作

“较为满意”，近半数受访者表示
“不太满意”。 他说：“这表明包括
捐赠人和受益人在内的社会公

众的权利意识、 问责意识增强，
公益慈善组织透明机制建设滞
后。 ”

的确，公众希望全面了解公
益慈善组织捐款使用整个过程，
包括钱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分
配是否合理。 而目前我国还没有
统一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
方面的法律法规，涉及捐助公开
透明的多属于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或地方性法规。

郭长江认为， 这些文件立
法层次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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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如，《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是
2005 年制定，滞后于时代发展。
《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
规定（试行）》虽然对信息公开
进行了规定， 但只适用于基金
会。

而社会各界关注的《公益慈
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也只是一
个指导性文件， 既缺乏监督机
制，也缺乏问责机制。“相关部门
怎么监督，如何保障信息公开的

真实性、及时性、有效性；如果发
生争议，能否到法院提起诉讼等
一系列基本的法律要素，都没有
相应规定。 ”郭长江说。

基于此，郭长江认为，无论
从回应公众关切，加强社会组织
问责，还是从保障我国公益慈善
行业良性发展来看，都亟待通过

相应立法，出台公益慈善捐助信
息公开标准，进行明确具体的刚
性规定。 他建议民政部尽早牵头
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国性
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标准。 同
时，他也为标准的制定提出了六
点建议。

一是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

意见和建议，加强调研，尽快制
定《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管
理办法》；二是信息公开标准应
当适用于社会团体、基金会、民
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社会组
织， 在全国各个层面都具有适
用性；三是在公开主体、内容、
时间、 方式和途径上进行刚性
规范，将捐助人、受助人、服务
供应商等各利益相关方纳入信
息披露机制， 形成完整的信息
链， 督促公益慈善组织完善项
目监督管理机制， 加强与公众
的互动； 四是清晰界定公开透
明的边界， 平衡好捐助信息公
开与隐私保护、 机构内部信息
保护之间的关系， 建议进一步
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捐助信息公
开表单，列明信息公开的内容；
五是公开标准要兼顾公开透明
的需要和社会成本、效率；六是
在适当时候， 提升公益慈善捐
助信息公开的立法层次和法律
效力，可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
乃至全国人大立法的形式加以
规范。

� � “12 届全国政协 2 次会议
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韩
启德副主席代表常委会做提案
工作情况报告， 肯定我们关于
调整人口政策的提案：‘针对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形势的
不断变化， 提案提出调整完善
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为国家
卫生计生委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 研究制定单独两孩政策提
供了重要参考。 ’”3 月 3 日 16
点 53 分，开幕式刚结束政协委
员王名就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
写道。

从 2010 年以来， 王名就携
手刘大钧委员共同就人口政策
调整进行提案， 而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启动“单独二孩”的
“生育新政”， 结束了多年来关
于“一胎化”的争论，也标志着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开始进入新
的历史阶段。 尽管如此，今年王
名还是再一次和刘大钧一起就
人口政策调整进行第五次提
案。 提案在连续多年呼吁放开
“二胎”的基础上，结合近期他
们的调研和思考， 呼吁加速计
划生育政策改革， 全面放开生
育。

事实上， 今年王名共有 23
个提案，社会 15 个、人口 2 个、
养老 1 个，还有农业、教育、环境
等方面提案。 当然，在他的提案
中，必然少不了与公益慈善有关
的提案。

尽快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

王名在自己的提案中写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取
得了长足发展，在社会建设和社
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
显，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社
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激发自主社
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更需要相应
的制度建设。

当前，尽管发展和规范社会
组织的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之
中，但是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建
设跟不上社会组织的发展，跟不
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推进，跟
不上公众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诉

求，且这方面的不相适应越来越
突出，必须加快相关法律制度的
建设。

因此，王名建议全国人大将
社会组织的基本法纳入立法规
划， 尽快开展社会组织基本法
的立法调研和起草工作。 他认
为， 社会组织基本法主要应包
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公
民自主设立社会组织的权利和
相应的义务； 二是社会组织的
权利和内部治理准则； 三是政
府监管社会组织的原则、体制，
以及社会自主管理社会组织的
方式。

随着社会组织基本法的制
定，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也要及

时加以修订。 同时，社会组织基
本法的制定应当与事业单位改
革、政府机构改革乃至政治改革
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结合起
来，避免出现立法方面不相协调
的现象。

推动公益创投
探索成立公益银行

今年王名还提交了《关于推
动公益创投，鼓励在金融创新中
探索成立公益银行》 的建议案。
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基金会从
事金融活动既没有得到明确的
认可，也没有得到规制，其风险
控制和收益方式均处于放任与
限制的张力之中。

为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基
金会的金融机构性质的定位不
明确、基金会从事金融活动及其
规制模糊、公益领域生态链不完
善等问题，他在提案中就推动公
益创投、鼓励在金融创新中探索
公益银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
建议。

王名认为，由于公益领域人
才尤其是筹资人才匮乏、公益组
织能力不足、公益产业链尚不完
整，公益融资存在困境，公益事
业的潜在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
运用。 例如我国公益领域融资方
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融资结构
不合理、公益组织缺乏资金运作
能力、闲置资金难以增值、新融

资方式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等方
面。

在社会创新和公益创新的
大潮下，针对这些问题的新型公
益模式应运而生，公益创投就是
其中一种。 所谓“公益创投”，就
是把经济生活中的“风险投资”
或“创业投资”的理念运用到公
益领域。 公益创投模式的出现，
标志着新型公益伙伴关系的诞
生。 公益创投的投资主体可以包
括政府， 包括企业或者基金会，
也可以包括个人。 在运作方式
上，公益创投类似于商业投资行
为，它与商业投资本质的区别在
于其投资目标的非营利性：公益
创投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
目的，而是兼顾投资回报与公益
目标。

王名说，最近几年，公益创投
的实践开始在各地兴起。 但公益
创投在我国迅速发展之时， 受到
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以
及各方参与主体由于开展公益创
投历史不长所导致的经验和能力
的限制，存在诸多突出的问题。为
此，王名建议，重视基金会的金融
机构属性， 充分发挥基金会在公
益创投中的金融功能； 形成完整
的公益创投生态链， 有效建立公
益创投领域的闭环生态链； 借鉴
国际经验成立公益银行， 形成完
整的现代金融体系； 建立科学有
效的监管机制， 建立对公益银行
的绩效评价机制。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

建议制定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标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NGO研究专家王名

加快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 探索成立公益银行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