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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 7 月 22 日至 29
日这一周时间内，因发现近年来
有人以项目办公室名义与社会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收取相关费
用，从事牟利活动，并产生民事
纠纷，国家教育部、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安监总局先后宣布退出
一项名为“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
全教育活动”的公益项目。

8 月 1 日， 项目主办方之一
的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全
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已经停止的声明》， 表示：“2014
年 7 月就召开会议决定停止这
项活动。 会后，中国关工委立即
收回公章并责成活动办公室处
理遗留问题。 ”

作为由关工委、 教育部、国
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总局发起
的，以确保中小学生平安出行健
康成长为目的的公益活动，这项
名为“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
育活动” 为什么会落得如此境
地？ 相关部门推出活动是所称的

“从事牟利活动并产生民事纠
纷”又是怎么回事呢？

成绩显赫的
“安全教育办公室”

“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
育活动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
室）官网显示，“全国中小学生交
通安全教育活动”由中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等四部委联合主办，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安部及中华全国新
闻工作者协会协办，下设办公室
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负责日常工作。

该办公室的设立宗旨是：
“为贯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确
保中小学生平安出行健康成长，
坚持为全国 2.33 亿中小学生营
造一个交通安全、 民生幸福、社
会稳定的生存环境。 ”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办公室
在四部委的主推下， 极力打造
“小黄帽工程”和“校车工程”这
两个重点公益项目，并且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

“小黄帽工程” 源于 1987 年
北京市崇文区的小黄帽路队制，

区内所有小学生在上下学途中
统一佩戴颜色醒目的小黄帽、列
队通过马路，此后连续 14 年，该
区未发生过一起学生交通死亡
事故。 这一成功的示范一经报
道， 于 1987 年底就开始向全北
京市推广，后逐步发展到全国部
分地区。

“校车工程”发源时间不长，
但其发起时间恰逢呼吁建立全
国性校车工程的呼声最高的那
几年。 该项目上线后，曾多次与
央视合作和举办专题节目、慈善
晚会，收获了不少关注和好评。

遭遇官司败诉

2012 年 1 月 18 日， 山东泰
山智公司与办公室签订《全国中
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协办
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
议书》），约定由前者负责山东省
区域的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
活动。

协议签订后，办公室收取泰
山智公司“赞助爱心款”、“保证
金”等共计 300 万元。 其后，山东
泰山智公司以办公室“拒不履行
合同约定的义务，导致《合作协
议书》无法履行”为由将关工委
会、教育部、国家安监局、国家质
检总局诉之法庭。

山东泰山智公司请求判
令，“1.解除《合作协议书》；2.全
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办公室退还收取的 300 万元资
金；3. 安全教育办公室赔偿该公
司经济损失 210 万元；4. 被告四
部委对被告交通安全教育办公
室的还款义务承担共同清偿责
任；5.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开庭审理时，关工委未进行
答辩，教育部、国家安监总局、国
家质检总局则答辩称自己只是
作为会签单位共同发起过这一
公益活动，并未授权关工委及办
公室借此从事商业活动。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发布的案号为“（2013）济商初
字第 241 号” 的判决书显示，办
公室“系根据中国关工委（2011）
20 号文件而成立的临时机构，不
具有法人资格，发文成立安全教
育办公室的中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教育部、国家安监局、
国家质检总局应对安全教育办

公室的民事责任承担共同的还
款责任。

2014 年 5 月，山东省济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办公室向上
述公司返还 300 万活动经费，并
赔偿人工及租金损失近 100 万
元，关工委、教育部、国家安监总
局、国家质检总局须承担共同还
款责任。 济南中院判决后，教育
部、国家安监总局、国家质检总
局三部门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再审申请，最终判决三部门无需
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这意味着，还款责任将落到
关工委一家身上。

四部委应对措施

面对法院的判决，7 月底，教
育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
总局三部门声明因民事纠纷退
出关工委发起的“全国中小学生
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认为活动
未获该三部门授权，该活动办公
室与商业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三
部门并未知晓，认为所签订协议
无效，自身与活动无关。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则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关
于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
活动已经停止的声明》。 声明承

认“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在开展过
程中， 确有人未经领导小组同
意，以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
育活动办公室名义与社会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收取相关费用并
产生民事纠纷。 ”并表示，“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曾多次研究处理，
并于 2014 年 7 月召开会议决定
停止这项活动。 会后，中国关工
委立即收回公章并责成活动办
公室处理遗留问题。 ”

然而作者在其官网上“书画
活动”一栏中仍然看到，由“安全
教育办公室”与“书法出版社”联
合举办的“全国书画艺术公益活
动” 于 2014 年 9 月开始至 2015
年 8 月结束， 这与声明中“2014
年 7 月叫停办公室活动，收回公
章”的时间不符。

《公益时报》记者拨打了“安
全教育办公室”官网上的联系电
话，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对记者
表示：“2014 年 7 月后，中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叫停‘小黄帽
工程’和‘校车工程’两项目后，
‘安全教育办公室’ 再没有开展
上述活动。‘全国书画艺术公益
活动’ 由于在中国关工委 2014
年 7 月叫停活动之前就签署了
合作协议，所以早期只是挂上信
息， 这个活动实际上也没有开
展。 ”

部委退出能否免责？

那么，对于这一事件中各相
关部门需承担的责任究竟该如
何看呢？ 退出、停止是否意味着
事情已经得到终结？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韩
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
方便展开具体活动而开设的临
时执行机构，活动办公室并不属
于国务院管理部门，不具有独立
的法律地位，因此不能以自己的

名义对外独立开展活动，也不能
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韩骁说，活动办公室的设立
依据是三部委会签的文件，因
此，参与会签的部门应当对该办
公室以部门名义对外进行的行
为承担连带责任，退出并不能避
免连带责任的承担。

如果活动办公室不具备独
立法律地位，那么收取相应“赞
助费”是否合理？

根据“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
全教育活动”与“济南泰山智文
化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表
述，该公司向活动办公室支付赞
助“爱心款”、“保证金” 等共计
300 万元。

韩骁表示，公益活动的目的
在于服务社会、促进公益，非以
营利为目的，任何偏离或者违背
上述原则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
的。

韩骁进一步解释，若借合作
名义收取额外费用，甚至直接以
营利为目的，则违反了开展公益
活动的初衷，是不合法的。 而具
体判断合作费用的收取是否合
法、合理，关键要看资金的用途。

至于政府部门参与公益活
动是否合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主任邓国胜表示，目前法律对政
府是否能发起、组织公益活动并
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来说，政府
可以倡导公益性活动，这是其责
任所在，但是对于“明知会有利
益输送的公益活动”， 政府部门
不应参与其中。

邓国胜补充道，政府在公益
活动中主要起倡导牵头的作用，
而受限于其具体的职责与编制
预算情况，很少直接作为活动执
行的主体， 可能要依靠其他机
构，比如事业单位、社会企业等
来具体执行。

做公益成被告 官司败诉

教育部等三部委宣布退出一公益项目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这样的小黄帽在北京地区十分普遍，不得不说，该办公室在公益方面的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