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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官员解读《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募捐平台网站与募捐者共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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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 佛山市社工委上月公布了一份有关佛山社工发展
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佛山社工中男女比例明显
失衡，44%的社工机构全职女员工占 81%以上，48%的机
构的女员工比例达到 51%至 80%。 收入低是男性社工少
的主要原因。此外，不仅社工人员收入不高，部分社工机
构也是运营经费紧缺，甚至有机构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
没有。 （据《羊城晚报》）

佛山：社工男女比例失衡

地方动态

从 1 月开始，北京市将首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残疾
人服务需求全面普查。据介绍，此次调查预计约有 45 万
人。 调查将从本月开始， 持续至 3 月 31 日入户结束，6
月市残联将公布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涉及残疾人在医疗卫生、接受教育、就业
创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现有服务状况和基
本服务需求。 本次调查结果将作为残疾人“一卡通”的
基础数据库， 今后残疾人可享受的社会保障、 康复服
务、辅具服务、接受教育等服务将全部纳入“一卡通”的
管理系统。 （据《京华时报》）

北京：残疾人服务需求全面普查

截至 2013年，黑龙江省各级民政部门批准的社会组
织已发展到 15918 家。 据统计，15918 家社会组织中，共
有 60家基金会，7450家社会团体，8408家民办非企业单
位。 从数量上看，2013 年社会组织的总数较之 2005 年，
增长幅度为 70.96%，其中基金会增长幅度为 160.87%，社
会团体增长幅度为 79.73%，民办非企业单位增长幅度为
63.48%。 （据《人民政协报》）

黑龙江：社会组织近 1.6万家

1 月 7 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
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郭玉强作客中
国政府网的在线访谈， 他对国务院
于 2014 年 12 月印发的《关于促进慈
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进行了解读，重点回应
了网友关于慈善公开透明的问题，
他指出， 募捐情况等 3 个月公布一
次， 作为募捐平台的网站要与募捐
者共同承担责任。

第一次的重大意义

郭玉强表示，《意见》 出台最核
心的意义在于，《意见》 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 第一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出
台的指导、 规范和鼓励支持慈善事
业发展的文件。

具体来讲，它的意义包括：一是
有利于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我
国慈善事业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发
展很快，呈蓬勃发展之势，中间出现
了不少问题， 比如说慈善组织不透
明，监管措施不得力，捐款数量总的
来说比较少， 甚至前几年出现一些
在社会上引起不好反响的事件。 基
于这种情况，要加强相关规范。

二是有利于发挥慈善事业在保
障和改善民生中的积极作用。 现在
全国城乡低保人员大概有 7000 多万

人， 另外还有 8500 多万残疾人、1.2
亿贫困人口， 这些人是社会上最可
怜的群体，是最需要帮助的。《意见》
最集中、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鼓励和
支持以扶贫济困为重点开展慈善活
动，以帮扶、支持、温暖这些最困难、
最需要帮助的人， 帮助他们解决面
临的问题。

三是有利于推进慈善事业法治
化。 在慈善事业法出台尚需时日的
情况下， 国务院出台具有较强规范
性意义的《意见》，不仅可以及时巩
固慈善实践成果， 解决慈善事业发
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还可以为慈
善立法奠定基础， 是慈善事业制度
建设的里程碑。

细化对公开透明的要求

近年来，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问
题一度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焦点。 郭玉强指出，《意见》的缘起之
一就是社会对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
存在质疑， 因此以相当大的篇幅和
信息量来规范公开透明。

第一，慈善组织哪些东西必须要
做到公开透明。 第二，慈善组织通过
什么渠道、方式和途径公开透明。 第
三，信息公开的时限。 同时还要建立
责任追究制度。

比如章程 、组织代码 、住所 、
负责人、内设机构、募捐情况、募
集款物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审计
报告等， 共 11 项内容必须公开。
公开时限相对是比较严的， 我们
要求三个月公开一次。 如果这个
项目三个月以内完成自然就公开
了；如果超过 6 个月，必须每 3 个
月公布一次。

为此，国务院赋予了民政部门在
慈善方面的监管、促进的职能，“要求
我们建立和完善慈善组织年检制度、
评估制度、日常监督检查制度、重大
措施项目专项检查制度等等，一共列
了七项。 ”郭玉强表示。

此外，《意见》 还对近年来表现
活跃的网络慈善进行了规范。 郭玉
强指出：“从现在情况来看， 捐赠领
域出现的不良情况， 与互联网有关
的越来越多， 因为互联网自身的特
点是传播快、无地域限制，它能迅速
地扩大膨胀， 所以文件对网络募捐
进行了规范，要求广播、电视、报刊
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电信运
营商， 应当对利用其平台发起募捐
活动的慈善组织的合法性进行验
证，包括查验登记证书、募捐主体资
格证明材料。 ”

“就是作为募捐平台的网站要与
募捐者共同承担责任。”郭玉强强调。

1 月 5 日， 广州市召开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座谈会。 据广州
市民政局局长庄悦群介绍，广州市
民政部门推出 23 项举措促进慈善
事业发展， 涵盖强化扶贫济困功
能、培育发展慈善组织、规范慈善
募捐管理、 健全慈善生态体系、创
新慈善活动形式、完善慈善监督体
系六大方面。 其中多项措施旨在进
一步培育社会组织等民间慈善力
量， 而包括整合慈善资源信息、完
善募捐管理在内的部分措施则与
大众需求直接相关。

建设重疾慈善救助信息平台

庄悦群介绍，在强化扶贫济困功
能方面，广州市慈善会将在年内牵头
联合当地从事重疾救助的慈善机构，
开发广州重疾救助信息平台及手机
应用程序，方便困难群众寻找资源及
市民捐款。 而广州市各区县慈善会
也将建立急难救助基金， 不分地域、
户籍限制救助困难群众， 体现人道
主义精神。

广州市慈善会秘书长汪中芳
表示，重疾慈善救助信息平台将在
集纳各种重疾救助信息资源的同
时， 通过活跃的多媒体及社交平
台，为求助者提供各种支援。 根据
设想，信息平台及手机应用程序的
开发，除了更便利地为求助者募款
外，在信息传播和资源整合方面将
更为便捷。

救助信息向优质慈善组织开放

庄悦群表示，今后广州将完善社
会救助和慈善资源之间的对接机制。
他说：“政府的社会救助信息平台，包
括居民家庭收入核对系统，要逐步向
有需要的慈善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开
放，实现资源共享，实现慈善救助的
社会效益最大化。 ”

2013年 8月， 广州市居民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中心 (以下简称市核对中
心)正式揭牌运行。该中心是全省首个、
全国第二个(第一个在上海)居民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中心。 如今，市民申领任
何社会救助，包括：经适房、廉租房、公
租房、低保、低收、医疗救助、教育资
助、法律援助等，都须先经该中心“查
清身家”，再行向相关部门申请。

庄悦群透露， 广州将大胆试探，
在确保困难群体隐私的情况下，与
优质社会组织、慈善机构共享困难群
众救助信息。 通过这一方式，变被动
救助为主动救助，“一方面会有严谨
的考核评估制度， 了解这些社会组
织、慈善机构是否适宜去承接政府职
能；另一方面将通过技术攻关和法律
手段，确保困难群体的隐私得到充分
保护”。

支持与监督并重

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广州市
福利彩票公益金扶持社会组织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即将出台，由广州市

福彩公益金投入资金，对新成立的社
会组织进行支持。 对依法登记成立
满 1 年且不超 2 年的社会组织，重点
是为困难群体服务，体现扶弱济困宗
旨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给予 3 万
元的扶持资金。

此外，广州将加大对重大项目的
抽查和社会关注热点的专项检查。
对募集资金 100 万元以上的慈善项
目今后将纳入广州市民政局重点监
督范围，广州市慈监委也将不定期抽
查。 对媒体曝光或社会关注的项目，
开展行政执法，慈监委也会予以专项
监督。

试行募捐管理二维码认证

在社会组织高度关注的募捐管理
方面，广州市已在 2012年通过颁布实
施《广州市募捐条例》放开了慈善组织
公募权， 今年在进一步简化募捐许可
备案手续的基础上， 广州市还将试行
募捐管理二维码认证。“对于每个慈善
组织的每个募捐项目， 设置募捐信息
二维码， 打印在募捐许可备案审批证
书上， 方便各慈善组织印制在募捐宣
传载体上，公众只要扫一扫，便知晓全
部募捐信息。 ”庄悦群说。

据介绍， 广州市提出的 23 项举
措还包括全面实施慈善组织等级评
估、倡导募用分离、推动区级慈善会
转型发展、积极培育网络和媒体慈善
形态、探索发展宗教慈善活动、逐步
建立慈善信用记录制度等。

（王勇/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广州：与慈善组织共享救助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