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网上捐赠活跃在朋友
圈之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关于
捐赠真实性、善款去向等方面的
质疑出现，让人对互联网捐赠又
爱又怕。

由于捐赠者获取信息、实施
捐赠都是在某个互联网平台上，
所以加强对平台的管理将有助
于解决这一问题。

近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组织起草了慈善组织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
技术规范》《基本管理规范》两项
行业标准，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这将为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戴上“紧箍咒”。 由于平台
链接着捐款人、慈善组织、受益
人等各方，所以这一“紧箍咒”也
将对互联网捐赠的其他各方产
生重要影响。

平台：
戴上“紧箍咒”的孙悟空

提到互联网捐赠，往往会有
多种形式出现在大家的脑海
中———向慈善组织、慈善项目捐
款，个人求助，人人互助，众筹
……这其中有些属于捐赠，有些
不属于捐赠，不同的形式捐赠者
和受赠者的权利义务是完全不
同的。

两项行业标准针对的是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通过互联网发布公开募捐信息
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而这种平台是需要通过申
报由民政部指定的———这意味
着更可信，更权威。《基本管理规
范》明确：民政部对平台日常运
营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考核如
未达标，或出现违规行为，予以
约谈、限期整改；对于连续 2 次
不达标或产生重大社会影响问
题的平台，取消指定。

这意味着这些平台被戴上
了紧箍咒———有问题是会被念
紧箍咒的。

目前已经指定的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共 13 家。

《基本管理规范》强调，平台
获得指定后， 应在 30 个工作日
内对外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并在
显著位置作出公开服务承诺，自
觉接受后续动态管理、行业自律
和社会监督。

未来有新的平台加入，也需
要进行申报，接受评审之后被指
定，而不是哪个平台都可以自我
标榜的。

《基本技术规范》和《基本管
理规范》 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可以说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规
定，例如《基本技术规范》就规定
捐赠活动详情页面信息应包括：

公开募捐活动备案编号；活
动名称；募捐目的；活动进展；起
止日期；募捐情况；慈善组织全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银行账
户；受益人（对象）；活动负责人

及联系方式；活动执行机构全称
及联系方式； 募得款物用途；募
捐成本； 剩余财产处理方案；发
票开具方式。

这些规定涉及平台的运行、
服务、监管等多个方面。

捐赠人：
举报后 5 个工作日内反馈

对于捐赠人来说，最关心的
主要包括真实性、 捐赠通道、费
用、捐赠反馈、举报申诉渠道等。
两项行业标准对这些都进行了
回应。

首先，分清平台是根本。 之
前说了，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是由民政部指定的，这就与其
他的平台进行了区分。

问题是，有些公司所属的平
台既有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也有个人求助、互助的平台。
这该怎么区分呢？

《基本管理规范》强调：
平台上公开募捐信息不应

与商业筹款、网络互助、个人求
助等其他信息混杂。 平台应明确
告知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用户及社会公众： 个人求助、网
络互助不属于慈善募捐，真实性
由信息提供方负责。

个人为解决自己或者家庭
困难， 提出发布求助信息时，平
台应有序引导个人与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接，并加
强审查甄别、 设置救助上限、强
化信息公开和使用反馈、做好风
险防范提示和责任追溯。

不得在平台公开募捐信息
页面中插入商业广告，不得在平
台公开募捐信息页面以外的位
置展示包含“民政部指定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等相关字样
信息。 平台不得在对外商业广告
宣传中使用“民政部指定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等相关字样
信息。

其次，涉及钱的方面，平台
宜开通在线募捐支付功能并提
供技术保障，不得截留或代为接
受捐赠资金，捐赠资金直接进入
慈善组织的银行账户或安全的
第三方支付账户。

平台在捐赠人进行支付前，
应向捐赠人展示相应的权责协
议，并在显著位置告知用户捐款
退款无法从平台上退回。

而这一点，目前并没有多少
平台做到了，这就为因捐款出现
问题后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平台本身会不会对捐款收
费是大家格外关注的。《基本管
理规范》特别强调：

1、 平台应在平台页面等显
著位置向社会公开服务收费标
准（或说明平台属于免费性质）、
平台上各方权责等信息内容。

2、 如平台向慈善组织收取
管理费用，应与慈善组织签订协
议，并在每个公开募捐活动详情
页面明显位置告知捐赠人收费
标准、收费方式。

再次，当你对捐赠有质疑时

该如何办？《基本管理规范》强
调：

平台应在公开募捐活动展
示页面提供举报功能，平台应在
接到举报后 5 个工作日内通过
电话、邮件或短信等方式对举报
人进行反馈， 并与相关方面沟
通；如举报属实，应立即对活动
进行下线处理。

平台应建立客服系统，包括
电话客服和网络客服，保证工作
日内至少提供 8 小时服务。

平台在了解到公开募捐活
动信息存在不实或者其他危害
捐赠人权益情况时，应先行暂停
募捐。 对出现的诈捐等违法行
为，平台应明确告知捐赠人和相
关方，并通过合法有效程序解决
问题。

此外，《基本技术规范》还规
定通过平台技术，捐赠人可在平
台查询到自己的历史捐赠记录，
包括：捐赠时间，参与捐赠的活
动及活动进展，捐赠金额。

慈善组织：
需提供多项资质

对于发起互联网公开募捐
的慈善组织来说，平台上的很多
管理要求的实现是需要慈善组
织配合的，这就为慈善组织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基本管理规范》，慈善
组织要提供经民政部门备案的
公开募捐活动的募捐方案，包括
募捐目的、起止时间、接受捐赠
方式、银行账户、受益人、募得款
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处
理等。

对未予提供的慈善组织，不
得提供发布公开募捐信息服务。

慈善组织要履行开具捐赠
票据的义务，要及时主动向捐赠
人反馈有关情况。

《基本技术规范》 强调通过
平台技术，慈善组织相关信息应
能在页面展示，包括：慈善组织

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银行
账户；登记机关；住址及联系方
式； 慈善组织登记证书扫描件；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扫描件。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很多平
台上都还没有完全展示这些信
息，尤其是相关证书。

当然，在提出各项要求的同
时，两项行业标准也为慈善组织
提供了许多便利。

《基本技术规范》 就要求通
过平台技术，慈善组织可对平台
内捐款信息进行管理，包括：

查看每一笔支付记录；导出
捐款详情；捐款详情包含：捐赠
时间、捐赠人姓名或捐赠人独立
标识、捐赠者 ID、支付方式、支付
金额、活动名称、捐赠是否来自
境外等；查看并导出捐赠人申请
发票情况，包括：发票金额、发票
抬头、寄送地址、收件人。

通过平台技术，慈善组织还
可对平台内捐赠人信息进行管
理或导出，包括：

1、查看捐赠人信息，包含：
捐赠人姓名或平台捐赠人独立
标识、是否来自境外；捐赠人捐
赠情况。

2、 查看每个捐赠人的捐赠
总额、捐赠次数。

3、 按照捐赠人姓名或平台
捐赠人独立标识、 捐赠总额、捐
赠次数、 捐赠人创建时间搜索、
排序并应能够导出捐赠人列表，
包含：捐赠人姓名或平台捐赠人
独立标识； 捐赠人捐赠总额；捐
赠人捐赠次数。

4、捐款拨付、使用情况，包
括：受益人，拨付账户，拨付使用
金额，拨付使用时间，受益人反
馈，结余原因等。

受益人：
授权发布个人信息

相对于捐赠人和慈善组织
来说， 受益人往往处于弱势，而
募捐活动中有离不开对受益人
相关情况的说明。

在这一过程中，极容易发生受
益人（特别是孩子）权益受到侵犯
的情况。他们的姓名、住址、家庭情
况、联系方式、肖像、疾病等往往会
被展现出来，一旦出现问题，其生
活及未来将受到重大影响。

他们自己很多时候并不能
意识到这一点， 有些慈善组织、
平台工作人员也容易忽略这一
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基本管理
规范》特别规定：

对于平台上发布的受益人
信息，应确认慈善组织已取得受
益人授权或同意；对于儿童等弱
势群体应注意隐私保护和适当
的技术处理。

这一规定将受益人确认列
为必须操作的步骤，无疑是一个
巨大的进步。

征求意见已经于 6 月 9 日
结束，两项行业标准会根据征集
到的意见进行修改，报民政部标
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这两项标
准就会正式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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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民政部将为互联网募捐戴上“紧箍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