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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民政部出台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行业标准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2次考核不达标将取消指定
� � 还有一个多月，99 公益日就
要到了， 很多公益组织都在摩拳
擦掌为此做准备。互联网时代，包
括腾讯公益等在内的慈善组织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以下简
称平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对公益组织如此，对公众同
样如此———无论是否了解平台
是什么， 只要进行网上捐赠，都
会在有意识无意识地与平台打
交道。

在这种情况下，对平台的管
理就尤为重要。 7 月 30 日，民政
部官网正式公布了《慈善组织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
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
（以下简称《基本技术规范》和
《基本管理规范》）2 项推荐性行
业标准。

标准加强了对平台的监管，
两次考核不达标将被取消指定，
不再具有平台资格。 同时，标准
还通过一系列细节安排，保障了
捐赠人的权益，强化了平台对慈
善组织服务功能。

两项标准将自 2017 年 8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

加强平台监管 ， 处理
13 件相关举报

2016 年，根据《慈善法》的规
定，民政部通过公开遴选，指定
了首批 13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慈善法》正式
实施后， 慈善组织通过这 13 家
平台开展互联网公开募捐，筹集
的善款数以亿计，有力地促进了
慈善事业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为保证平台
的规范运行，保障捐赠人、慈善
组织、 受益人等各方的权益，民
政部依据《慈善法》及《慈善组织
公开募捐办法》、《公开募捐平台
服务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开
展了日常监管，建立了平台的定
期报告制度，接受了相关投诉举
报并依法查处。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 7
月中旬，民政部收到了多起关于
非法公开募捐的举报，其中涉及
1 家指定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8 家非指定平台，均依法依规
做了处理。

举报有关主体通过指定的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开展
非法募捐的有 13 件（其中部分
是重复举报）， 涉及对个人救助
和公开募捐区分不清、 审核不

严、违法开展公开募捐等，民政
部对相关平台进行了约谈，要求
其进行整改。

制定行业标准，2 次考
核不通过将取消资质

为进一步指导平台依法依
规开展具体工作、细化事中事后
监管，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组
织了两项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

近一年时间内，向慈善领域
专家、标准化专家、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慈善组织、捐赠人代
表及相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今
年 6 月还通过民政部门户网站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基本技术规范》规定了平
台在性能、功能、安全、运维等方
面的基本技术要求，适用于申报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的设计、开发、改造，以及遴
选指定、日常运维。

《基本管理规范》规定了平台
在指定、运行、服务、监管等层面
的基本管理要求， 适用于平台指
定、日常运营和事中事后监管。

第一，平台要接受主管部门
的监督管理。

平台每半年接受全国慈善
工作主管部门考核 1 次。 考核未
达标，或日常运营中出现违规行
为的，予以约谈、限期整改。

1 年内不达标或违规处理累
计 2 次，或产生重大社会负面问
题， 或出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
的，取消指定，2 年之内不得重新
申报。

平台要定期制作年中报告、
年度报告并报送全国慈善工作
主管部门。 平台应接受全国慈善
工作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的
质询、评价、约谈，如实提供材
料，配合开展工作。

若发现慈善组织在开展公
开募捐时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
平台应及时向民政部门报告；若
民政部门发现慈善组织在使用
平台服务中涉嫌违法违规行为，
要求协助调查的，平台应依法予
以配合。

第二，平台要自觉接受社会
监督，主动回应社会质疑。

平台应在公开募捐活动展
示页面提供举报功能，并在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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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举报属实，应立即对活动进行下
线处理。

推动信息公开，让捐赠
人明明白白捐赠

对于普通捐赠人来说，可能
没有办法像主管部门那样，对平
台及平台上的项目有那么深入
的了解， 为保障捐赠人的权益，
两项行业标准强化了平台在信
息透明方面的要求。

首先，要明确区别公开募捐
和个人求助。 两项行业标准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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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公开募捐的相关信息
要在页面显著位置公布，公布的
内容包括慈善组织全称、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募捐方案、联系方式等募捐
信息查询方法。 这样公开募捐项
目的真伪将一目了然。

第三，平台应履行信息公开
义务，至少每半年向社会公告一
次平台运营情况，并接受社会质

询，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合作的
慈善组织名录、发布的公开募捐
活动数量、募捐财物金额、平台
运营收支状况等。

加强服务意识，促进慈
善组织发展

作为平台上的信息发布方，
慈善组织与平台之间是休戚相
关的。 两项行业标准进一步强调
了平台对慈善组织的服务属性。

首先是要对慈善组织一视同
仁。两项行业标准强调，在平台上
进行募捐的主体应是获得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其他组织、个
人包括平台本身没有公开募捐资
格。 平台应验证慈善组织的登记
证书、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平台是为全国范围内的慈善
组织提供服务， 不因慈善组织的
地域或规模发生服务差异， 不应
拒绝服务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

平台应对公开募捐信息进行
合理排序和展示， 并提供公平公
正服务，不应有竞价排名行为。

其次是要公开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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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向慈善组织收取服务费
用的， 应与慈善组织签订协议，
并在每个公开募捐活动详情页
面的明显位置告知捐赠人收费
标准、收费方式。

再次，慈善组织应能对平台
内捐款信息进行管理，包括：

1、查看捐款详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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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查看并导出捐赠人申请
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情况，包
括：捐赠人名称；捐赠项目；捐赠
金额；寄送地址；收件人。

再次，慈善组织应能对平台
内捐赠人信息进行管理或导出。

1、查看捐赠人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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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每个捐赠人名下对该
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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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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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关键在于应用。 据介
绍，民政部今后将运用这两项行
业标准指导和规范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的管理和运营，推动标
准的共同使用与反复使用，并将
顺应互联网治理的时代创新，不
断完善标准条款， 条件成熟时，
将向国家标准委申报转化为国
家标准。

� � 7 月 25 日，司法部召开组织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座
谈会，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出席
会议并讲话。

刘振宇要求，各级司法行政
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采
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等
六部委《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

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充分发
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的积极作用，努力开创社会力量
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新局面。 要加
强统筹协调， 优化政策环境，为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提
供有力支撑； 注重培育扶持，丰
富载体形式，为社会力量参与社

区矫正铺路搭桥； 加强分类指
导，明确职责内容，形成执法管
理职责与社会力量作用相对清
晰、互为补充的工作格局；要严
格队伍管理， 加强培训督导，不
断提高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专
业化水平；要从实际出发，用创
新的思维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工

作中的困难问题；要加大宣传引
导，吸引更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社区矫正工作。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各
地司法行政机关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招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
社会工作者 8.4 万人, 招募志愿
者 67.3 万人，成立社区矫正小组

67.6 万个， 联合有关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建立社区服务基地
25305 个， 教育基地 9265 个，就
业基地 8229 个， 为社区服刑人
员提供学习教育、 职业培训、社
区服务、心理矫治等服务，有力
促进了社区服刑人员顺利融入
社会正常生活。 （据司法部网站）

司法行政机关已招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工作者 8.4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