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五成网友认为慈善组织收管理费
被质疑缘于运作不透明

七点过十二：可以理解，
毕竟机构需要正常运转 ，单
靠志愿者无条件奉献也不会
长久。

张芮—mbe： 在了解了
《慈善法》中的相关规定及公
益组织、 志愿者为此事忙前
忙后等必要的支出费用以
后， 觉得收取符合规定的管
理费是可以理解的， 只要公
开透明即可。

我不是 orange: 如果国
家有对这些公益机构进行补
助的话， 我觉得不应该收取
管理费用， 如果没有补助的
话，收取是合理的。

我爱时光小朋友： 慈善
组织也需要工作人员， 工作
人员也需要获得合理的薪酬
待遇。

网友留言：

截至 2月 8日 10时

1、 你认为慈善机构筹款应该收取管理费
吗？

A、不应该，给孩子捐的救命钱，机构“抽点”
实在不太合适。 29.94%
� � B、应该，只要善款的支出做到公开、透明，
正常收取管理费用无可厚非。 43.08%
� � C、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项目成本较高，可
能适当收取管理费用。 26.98%

2、你认为为什么慈善机构收取管理费用会
被公众所质疑？

A、公众对于慈善的理想化要求。 36.07%
� � B、一些慈善机构运作的不透明，导致公众
信任度不足。 53.85%
� � C、 对于慈善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了
解。 10.08%

3、你认为如何让公众理解收取慈善管理费
用这一行为？

A、公开、透明，向公众公布详细的账单，接
受监督。 64.23%
� � B、向公众普及慈善行业相关法律。 19.37%
� � C、改变公众对于慈善机构的观念。 16.40%

湖北“3 代表 1 委员”
将为社会工作代言

日前，湖北省 “两会”顺利闭幕。 此次湖北省“两
会”上首次出现了社会工作者的身影。 其中，江汉大学
法学院院长、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赵立
新， 汉阳区陈春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陈春芳，
江汉区友谊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陈宇当
选省人大代表；武汉泽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吕
莹当选省政协委员。

点评 ：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优秀社
会工作者获得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将在参
政议政、政策倡导等方面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018 年北京建 100 个残疾人
帮扶就业基地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北京全市将建立 100 个
帮扶性就业基地，通过岗位定制、技能培训等综合性
服务，着力解决好就业困难残疾人就业增收问题。 还
将为 5000 名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社区和居家康
复试点服务。

点评 ：帮助残疾人必须以助人自助为准则 ，发挥
残疾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使问题真正得到
解决。

2017 年全球最大一笔捐赠
达 46 亿美元

在《慈善纪事报》 列出的 2017 年 10 大慈善捐赠
中，前 3 项捐赠额为 10 亿美元或以上，皆由在科技行
业致富的慈善家捐赠。 最大一笔捐赠来自微软创始人
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是总计价值 46 亿美元的微
软股票。 受赠方是 2000 年创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

点评 ：巨额捐赠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更需要值得
关注的是这些捐赠用到了哪里，产生了哪些成效。

去年查证“洋垃圾”86.68 万吨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7 年全国海关会同有关地

方和部门，组织开展“国门利剑 2017”联合专项行动。
全年共立案侦办走私犯罪案件 3260 起， 同比增长
24.2%。其中，立案侦办走私固体废物犯罪案件 286 起，
同比增长了 6.7 倍，查证各类“洋垃圾”86.68 万吨。

点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众对环保的重视
程度越来越高，“洋垃圾”可以休矣！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2月 7日
正商集团董事长
张敬 1亿元 设立“正商教育发展基金” 郑州大学

2018年 2月 7日 上美集团 100万元洗发用品 新年帮困送温暖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2018 年 2 月 5 日至 2018 年 2 月 11 日)
（制表：王勇）

■ 实习记者 邓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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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网站消息，2 月 ６ 日 ２３ 时
５０ 分，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发生 ６．５ 级地震，震源
深度 １１ 公里。 为支持台湾红十字组织开展救助工
作， 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台湾红十字组织提供 100
万元人民币紧急救灾款， 用于受灾民众的人道救
助。 图为地震中倾倒的花莲云门翠堤大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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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 安徽宝宝航航的
安危正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1 月
26 日，6 个月大的航航不幸被取
暖器烤伤。 家人惊慌失措之际，上
海大树公益服务支持中心伸出援
手，在腾讯公益发起“紧急救援烧
伤宝宝”项目。 但项目预算中的介
绍却引发众多网友质疑。

有募捐人发现， 在项目预算
的详细介绍中， 此次募集的费用
被划分为 3 个部分： 其中航航医
疗费用为 50 万元整，剩余部分为
3%的机构执行费 15000 元， 以及
1%的基金会管理费 5202 元。

“给孩子捐款怎么成了给机
构交钱了？ ”执行费、管理费的收
取引发大量网友争论。 有人认为，
公益捐款本来就是孩子的救命
钱，机构“抽点”实在不太合适。

质疑大多来自捐款人。 宿州
当地爱心人士闫柯介绍， 自己最
早是在网上看到了航航被烤伤的
消息， 后来还专程开车到医院去
探望孩子并捐款，“钱交到了家属
手里，我们才放心”。 在他看来，机
构设置执行费的做法虽然未必违
法， 但有违公益的初衷，“家属可
能没关系， 毕竟能筹到孩子治疗
费用就行。 但对捐款人来说，有偿
慈善影响实在太不好了。 ”

但也有人认为， 公益组织也
需要日常运营， 收取管理费用可
以理解。 在上海大树公益服务支

持中心专门为此次救助项目设立
的“帮助取暖器烧伤宝宝”微信群
里， 有爱心人士表示：“管理真的
很重要， 好的管理团队必须要有
经费维持， 管理人员难道要吃风
喝雨全靠奉献活着吗？ ”

实际上， 慈善机构在执行公
益项目时， 收取管理费用无可厚
非。《慈善法》第六十条规定“慈善
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
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管理费用
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0%”，并
规定“捐赠协议对单项捐赠财产
的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有约
定的，按照其约定”。 上海大树公
益服务支持中心在执行方案中，
已对外进行了公示与告之， 符合
法定程序与要求。

况且，公益事业固然是“非营
利性质”，但并非意味着慈善机构
就没有任何成本付出， 所有工作
人员就应当无偿地付出自己的劳
动，甚至是自己承担一些费用，负
担一些日常的开销。 慈善机构的
场所租赁、日常办公、开展活动都
需要资金的投入， 如果没有一些
资金的投入， 慈善机构就没有办
法正常运转。 因此，合理的收取管
理费用也是确保机构良性运转的
一个保证。

其实，收取“慈善管理费”已
是慈善行业的业内共识， 在很多
西方国家收取的管理费用占比会

更高。 但如何让公众理解“管理费
用” 对于慈善机构良性运转的重
要性是长期困扰行业的课题。

那么公众当前究竟是如何看
待管理费的呢？《公益时报》联合
凤凰公益、 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
查———如何让公众能够理解“慈
善管理费”？

本次调查从 2 月 6 日开始,截
止到 2 月 8 日, 共有 1012 名网友
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43.08%
的网友认为应该收取慈善管理
费，并且，他们认为只要善款的支
出能够做到公开、透明、正常收取
管理费用无可厚非；26.98%的网友
则认为如果项目成本较高， 可能
适当收取管理费用。

53.85%的网友认为慈善机构
收取管理费用会被公众所质疑，
是因为一些慈善机构的运作不透
明， 导致公众信任度不足；36%的
网友认为是因为对于慈善的理想
化要求使得公众认为慈善机构应
当无条件全额捐出； 另外 10%的
网友则认为是因为公众对于慈善
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了解。

如何让公众理解收取慈善管
理费用这一行为呢？ 64.2%的网友
认为慈善费用的各项支出应做到
公开、透明，向公众公布详细的账
单， 并且接受大众和捐款人的监
督。19.37%的网友认为要向公众普
及慈善行业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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