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民政局近日下发通
知， 决定对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前依法登记的全市社会团体、基
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年
度执法检查，将重点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青岛
市直社会组织按照本通知要求
进行全面自检自查；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在全面自查的基础
上，结合年度检查和日常监管情
况进行抽查。 抽查对象选取具有
代表性的市直社会组织进行重
点抽查，抽查率不低于 3%，听取
社会组织负责人自查自纠情况
汇报， 查看相关材料和凭证；11
月， 对发现存在问题的社会组
织，按照“统一标准、集中审理、

分别处理”的原则，由本级登记
管理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有关社
会组织在收到检查小组整改通
知书后，要针对整改意见，制定
具体整改措施，加以整改。 整改
结束后，以书面形式上报整改工
作情况报告，由登记管理机关予
以复检。

（据青岛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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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突击六一捐赠 踏破公益团体门槛
� � 南京民间公益人士红林（化
名）， 一直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
帮助，不过，随着儿童节的临近，
越来越多企业家正踏破门槛，承
诺可以给自己资助的学生送书
包和画册等物品，唯一要做的是
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捐赠活动。
不过，红林女士对于所有“突击”
挤上门的捐赠一一婉言谢绝。

红林女士在儿童节前所遇到
的尴尬，正是不少知名福利机构、
民间慈善人士所遇到的新困惑，
“秀场式”关怀让很多民间公益人
士内心复杂，他们担心，此举会对
受助孩子心灵有负面影响。

书包糖果齐涌来
企业踏破公益团体门槛

儿童节前夕，随着人们公益
意识的提升，一些民间公益人士
和企业自发地向家庭贫困的孩
子， 用自己的方式传递一份爱
心。

不过，一个新问题却摆在专
门帮助贫困家庭儿童等弱势群
体的福利机构、民间慈善人士的
面前，六一前，糖果、书包、衣服
等各类捐赠密集涌来，各类捐赠
会一天能办 2~3 场，受助儿童不
堪重负。“每年的重大节日前，特
别在六一儿童节前，很多企业及

市民都会找到我，希望能向我帮
扶的两三百位乡村小学贫困孩
子提供更多的帮助。 ”专注于南
京及周边乡村小学贫困生帮扶
的博爱 e 家负责人梅霆女士表
示，虽然非常欣喜地看到，企业
家和很多爱心人士对于贫困生
群体的关注， 但发力过猛的做
法，可能并不是自己想看到的情
景。

城北一家通过网上搭建爱
心资助平台的人士称， 儿童节
前，两类资助特别多，门槛已被
踏破，一是，企业家特别积极，他
们期待我们能组织 20~30 个贫
困孩子， 组织一场受赠大会，给
予他们书包、文具等帮助。 二是，
一些市民也会联系到我们，希望
贫困孩子能去自己家生活两天。
“如果不经审核， 不少孩子能被
重复捐赠数十次。 ”

过度“被关心”
可能会留后遗症

南京一位公益人士也向记
者表示，一些学校也发起关心贫
困学生的六一爱心活动，虽然出
发点非常好，学生家长也纷纷通
过 QQ、微信联系到我们，但面对
如此的积极性，给公益团体带来
了不少压力，“因为我们不好拒

绝别人的爱心，密集的礼物和捐
赠， 总不能重复送给同一批孩
子。 ”

“我们近期就婉拒了不少好
意企业和个人。 ”梅霆女士阐述
了原因，在 5 年多对乡村小学的
贫困学生长期跟踪中发现，贫困
生普遍缺乏自信，如果在六一期
间高频率地让他们抛头露面，接
受各类企业和爱心人士的馈赠，
会让他们的这种不自信感更为
加强，一些企业和个人对于这个
群体献爱心，可能并不了解贫困
学生内心真正需要什么。

此外，梅女士说，前期就有
爱心人士准备带 20 个贫困生住
进博爱 e 家的志愿服务者家庭，
“虽然， 我们也知道这种活动对
企业和民间公益组织的声誉有
正面影响，但我们却毅然拒绝这
样的活动，因为，从山里来的贫
困生，虽然能短暂感受到大都市
的繁华和寄宿家庭的优越条件，
但毕竟他得回到生长的地方，这
样就会产生极大的落差感，这就
会对学生的心理产生副作用甚
至留下后遗症。 ”

公益者的心声
缺的不是钱而是热度能持续

“我们真的不缺钱，而是需

要能够将儿童公益事业坚持办
下去的人。 ”南京一位公益人士
昨日表示。 他指出，现在想来捐
献的企业和个人很多，但不可否
认的是，在公益慈善路上，企业
和个人也会有自己的考虑，往往
刚开始很新鲜很卖力，但“耐心”
却不行， 要他们真正出力的时
候，却很难完全依靠得了。

梅霆女士也感叹，给需要帮
助的孩子专门过六一，不如平时
继续努力，让他们能天天过六一
节。 在公益项目推进的过程中，
缺的往往真不是资金，而是能够
持续坚持的人， 她告诉记者，随

着博爱 e 家推出的万花筒课程、
爱心直通车等服务项目，拢聚了
南师大、爱弥尔等学校或机构的
支持，但还是很缺能够长期坚持
下来的义工。

此外，多数服务贫困孩童的
公益人士称， 对于受助孩子，直
接送礼物送钱未必是最合适的，
他们说：“我们会有意识地在乡
村小学举办朗诵等活动，让很多
孩子一起参与，同时重点关照受
助的数十名学生，让他们能够通
过比赛获得奖励，这样更利于培
养他们的自信。 ”

（据《南京晨报》）

� � 第四届中国慈展会将于 9
月在深圳召开。 作为慈展会的
配套项目， 第四届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大赛近日正式启动，即
日起可通过大赛官网下载项目
书。 今年，将有超过 300 万的奖
金奖励优秀公益项目。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由
中国慈展会组委会主办， 是一
项国家级、 开放性的公益创投
大赛， 今年大赛的主题是大众
社会创业，万众公益创新。 大赛
设社会创新项目奖、 大学生公
益创客项目奖和大学生公益视
频奖。 社会创新项目设 5 名金
奖、5 名银奖、20 名铜奖， 奖金
分别为 15 万元、6 万元、1.5 万
元。 大学生公益创客项目金银
奖各 10 名，铜奖 20 名，奖金分
别为 8 万元、4 万元和 7500 元。
大学生公益视频大赛系列奖项
23 名，奖金合计 50 万元。 三大
项目累计超过 300 万的奖金奖

励公益创客。
此外，在“重金”奖励之余，

大赛组委会还将为今年的获奖
项目提供“一揽子” 的解决方
案。 首先，晋级决赛项目即可免
费获得中国公益创客联盟首期
5 天特训营的培训。最终获奖项
目将获得大赛创投导师团的专
业指导， 成为中国公益创客联
盟会员单位。 其次，获奖项目均
可获得公益创业孵化服务。 再
次， 社会创新项目百强和大学
生公益创客项目百强项目均获
得参加第四届中国慈展会资
格。

凡有志于公益事业的组织
或个人即日起可通过大赛官网
（dasai.cncf.org.cn） 下载项目申
报书， 在线申报期为 6 月 16
日—7 月 16 日，7 月 23 日前将
公布入围赛评选结果，9 月 7 日
公布晋级项目评选结果。

（据《深圳特区报》）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广东省民政厅近日出台关于

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的指导意见，
提出拓宽社会公众评价渠道，探
索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制度。

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
组织法人治理制度。 社会组织法
人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包括建立
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制度和
社会监督、政府监管、资格认定

制度。
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社会评

价主体，发展公益性的与政府职
能分开、与社会组织利益分离的
独立第三方社会评价机构，制定
社会评价机构资格准入、行为规
范和惩戒退出机制。 拓宽社会公
众评价渠道，探索建立社会监督
委员会制度，培育一批具有社会

责任感、专业能力和公信力强的
社会监督员队伍。 建立健全对社
会组织的综合评价系统，形成政
府监督管理评价、第三方专业评
价、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舆论评价
等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将社
会组织自律建设、信用建设纳入
市场监管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 （据《南方日报》）

5 月 29 日，江苏省社区公益
服务项目在新成立的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公开竞标，300 多家
基层社会组织竞投 130 个公益
服务项目， 政府投入 1500 万元
购买服务，包括为老、助残、助困
和为青少年服务等项目。 每个项
目经费在 10 万~15 万元。

据了解， 江苏省从 2012 年
开始利用福彩公益金进行公益

创投招标，不仅每年奖励金额在
不断增加，从开始的 500 万元增
加到了今年的 1500 万元， 其中
每个项目经费在 10 万~15 万元；
另一方面，前来投标的社会组织
也不断增加，今年江苏省扩大了
公益创投的扶持范围，全省共有
300 多家基层社会组织竞投 130
个公益服务项目。

“公益服务项目公开招标，能

保证社会组织公平、 透明地拿到
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省民政厅
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黄晓晔介
绍，公开招标资金虽然不多，但可
激发基层社会组织的参与热情，
锻炼其顺利承接政府服务的能
力。民政部门还将组织专家，对中
标项目完成情况逐一审核、评估，
提高购买资金的使用效率。

（据中国江苏网）

从 2013 年 12 月开始，南
京市试点对行业协会商会类、
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
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
记，备受诟病的社会组织“双头
管理”政策逐渐被废止，社会组
织登记呈现爆发式增长。 一年
来， 仅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就

超过 3000 家，其中行业协会超
过 30 家。

南京市民政局相关人士表
示， 该局 20 多项行政审批事
项， 已全部放在政务服务大厅
办理， 四类社会组织登记办理
时间由 60 天缩短为 4 天。

（据《南京日报》）

南京：直接登记社会组织超 3000家

广东：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

江苏：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公开竞标

青岛：严查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

节日扎堆捐赠更多满足的是捐赠者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