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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假“捐衣箱”新式骗局
� � 10 月 9 日， 天津警方通报
称，有两名犯罪嫌疑人自行购买
了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将其放
在高档小区中，再将回收的衣物
以废旧布料的形式变卖。 此后，
犯罪嫌疑人还曾盗窃其他衣物
捐赠投放箱内的衣物变卖牟利。
目前，两人已被警方刑拘。

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
网上有不少商家公开售卖二手
衣物捐赠投放箱，售卖时不需要
买家出示资质证明。 有商家坦
言，来购买投放箱的人不少都将
其用于行骗。 对于设立在大街或
小区内的二手衣物捐赠箱，律师
认为，城管、物业公司应该承担
审核准入的责任。

事件： 衣物捐赠箱成 “骗
钱”工具

近年来，不少城市街头出现
了写有“慈善公益”字样的二手
衣物捐赠投放箱，根据这些捐赠
箱上的介绍，由市民捐献的衣物
将被送给有需要的人士，这种避
免浪费又能奉献爱心的方式获
得不少人支持。 与此同时，一些
不法分子从中发现了“商机”，一
种利用“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
行骗的手段正在蔓延。

10 月 9 日，天津市公安局发
布通报称，日前，天津大口屯派
出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某村
的废旧厂房内存放了大量旧衣
物，怀疑是偷盗所得。 对此，派出
所民警立即到废旧厂房处，发现
厂房内存放了大量的旧衣物。 天
津警方发布的照片显示，废旧厂
房内堆积的衣物成了“小山”，
“山顶” 几乎可以碰到厂房的天
花板。 面对询问，两名当事男子
均言语含糊、闪烁其词，于是民
警先后将他们带回派出所进一
步审查。

经查，两名男子系李某某和
王某某。 二人在上网时无意间看
到了售卖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
的信息，认为这是一条快速致富
的路， 便从网上购买了 50 个喷
涂“环保公益”等字样的捐赠箱，
分别放置在天津市的部分高档
小区中，然后定期取走居民捐赠
的旧衣物，再以废旧布料的形式
变卖。

另据警方介绍，除自行购买
衣物捐赠箱用来回收二手衣物
以外，王某某等二人还驾车多次
窜至市区居民小区内，盗窃其他
慈善机构捐赠投放箱内的衣物，
并存放到事先租用的废旧厂房
伺机变卖。

目前，李某某和王某某因涉
嫌盗窃已被天津宝坻公安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冒牌捐赠投放箱
已全部被依法查扣。

调查： 部分网店售卖捐赠
箱不核实资质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在网
上有不少商家公开售卖二手衣
物捐赠投放箱，一个箱子的价格
在 300 元到 600 元不等。 一名卖

家告诉北青报记者，他们公司生
产的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可以
根据买家的需要定制文字。 他发
来的样品照片中，捐赠箱上写有
“爱心奉献、公益环保”等字样。
在捐赠箱的侧面还印着旧衣物
回收流程，注明对于符合条件的
衣物将被用于慈善等活动。 北青
报记者注意到，这些照片中的样
品形制与天津警方此次公开的
用于欺骗爱心人士的二手衣物
捐赠投放箱非常相似。

该卖家表示，一个二手衣物
捐赠投放箱大约可以收集到 100
斤衣物，“刚开始， 你可以等两天
去收衣服，然后根据数量多少，决
定后续多长时间去回收。 ” 他表
示， 这两年来定制二手衣物捐赠
投放箱的买家明显变多了，“今年
大约卖出去 1000多个吧。 ”

卖家称，购买二手衣物捐赠
投放箱不需要买家提供任何证
件，个人也可以大量购买，只需
要付款后沟通并支付运费即可。

对于一些人以二手衣物捐
赠投放箱行骗的情况， 该卖家
称，他了解到网上有人宣传过这
类新骗术，表面上是在街头摆放
捐赠箱，实际是将老百姓捐赠的
衣物贩卖牟利。 卖家坦言，据他
了解，来买这些二手衣物捐赠投
放箱的人， 很多都是用来骗钱
的。

另一名商家表示，他家生产
的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可以按
照客户的需求定制生产，“想要
多少要多少， 就是量大的话，运
费会多一些。 买这个不需要啥证
件，付款就行。 ”

律师： 衣物捐赠箱应由慈
善组织定制

一位曾参与衣物回收捐赠
项目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告诉
北青报记者，捐赠衣物对于爱心
人士来说是个简单的善举，但
在捐赠之后的实际操作中却面
临着大量的难题。“并不是什么
样的衣物都能用于慈善事业，
比如破损严重的衣物、 有血迹
的衣物等， 都不能送给被捐赠
者。 因此，衣物的分拣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只能人
工进行，仅分拣的成本就不是一
个小数目。 ”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骁介绍，王某某与李某某在小
区内放置虚假的衣物捐赠箱，谎
称回收， 实际却自行贩卖牟利，
涉嫌构成诈骗罪。 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 可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 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韩骁说，对于网上售卖二手
衣物捐赠投放箱的商家，对买家
的身份、 购买目的没有审核，买
家利用这些购买的捐赠投放箱
行骗， 侵害了小区业主合法利

益。 他认为，网上商家是否需负
责任， 要看其是否有私人定制、
销售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的资
质。

韩骁认为，二手衣物捐赠有
公益的属性，并不只是一种简单
的赠予，因此要受到《慈善法》的
约束。 那么二手衣物捐赠箱应由

经过审核批准的慈善组织来定
制使用，他人不能私自定制。

对于设立在大街或小区内
的二手衣物捐赠箱， 韩骁说，城
管、物业公司应该承担审核准入
的责任。 如果确实为真实的公益
慈善组织所放置， 出现违法行
为，城管、物业不需承担责任。 但

如果是假冒的公益组织或个人
在大街、小区内放置虚假的二手
衣物捐赠箱，以此牟利，城管、小
区物业未经审核允许其设置或
进入，发生违法行为，城管、小区
物业需承担法律责任，被欺骗市
民、业主可向城管、物业追责。

（据《北京青年报》）

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图片来源：北京青年报）

� � 近日， 辽宁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辽
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 （草
案）》。《草案》提出，社会组织接
受捐赠、资助的，应当在接受捐
赠、 资助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社会公布接受捐赠、 资助的信
息， 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使用
捐赠、资助款物的有关情况。

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限期停止活动；情节
严重的，可以撤销登记；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强迫组织、 个人加入或者
限制其退出社会组织； 与其他
社会组织建立垂直领导或者变
相垂直领导关系； 在会员之间
实施不公平待遇或者对非会员
实施歧视待遇； 强迫组织和个
人捐赠或者强行摊派； 利用境
外捐款或者资助从事危害国家
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非
宗教团体的社会组织利用境外
捐款或者资助从事宗教活动；
在社会组织成员之外开展涉企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通过制
定行业规则或者其他方式垄断

市场、妨碍公平竞争、损害非会
员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未建立内部信息披露机制，
未按规定向组织成员公布其重
大活动、财务状况、工作报告等
信息；在接受捐赠、资助后，未
按规定向社会公布接受捐赠、
资助信息， 未按规定在年度报
告中披露使用捐赠、 资助款物
的有关情况； 社会组织的财产
处置不符合其章程规定的宗旨
和服务活动的业务范围， 或者
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据《华商晨报》）

北京：侵害残疾人合法利益服务机构将入黑名单
� � 北京市民政局近日发布《北
京市残疾人服务机构管理实施
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细则》）， 提出各区行业管理部
门应当建立残疾人服务机构运
营管理负面清单制度，对严重违
规运营和侵害残疾人利益的残
疾人服务机构纳入行业黑名单。

《细则》明确，残疾人服务
机构应当按照注册的服务范
围， 积极为接收的残疾人提供
相应专业服务。 包括生活照料、

康复服务、 文化娱乐、 医疗护
理、职业康复、技能训练、安全
防护、家属指导等服务。 支持残
疾人服务机构在注册服务范围
内，开展辐射服务，为居家残疾
人提供入户服务、咨询服务、提
醒服务等。

针对收费问题，《细则》明
确政府投资并运营的残疾人服
务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公办（建）民营和社会投资运营
的按照市场规律， 在政府部门

监督下，实行运营方自主定价。
在监管方面，《细则》规定，

残疾人服务机构存在侵害残疾
人利益的，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
和规定开展服务的，歧视、侮辱、
虐待或者遗弃残疾人以及其他
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等违法违
规行为，行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
情况给予责令改正，暂停享受优
惠扶持政策，直至建议登记（管
理）机关撤销登记或吊销营业执
照。 （据《北京青年报》）

青岛：选派工会干部到社会组织挂职
� � 10 月 8 日， 青岛市工会选
派工会干部到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挂职第一主席动
员大会举行。各区市总工会主席
或常务副主席、 基层工作部长、
企业负责人及省、市、区（市）、镇
（街）四级工会组织选派的 92 名
挂职的第一主席等共 200 余人

参加了会议。
根据青岛市总工会《关于选

派工会干部到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挂职第一主席的
实施意见》规定，第一主席挂职
时间为 2年， 原则上每月到挂职
单位工作时间不少于 8天， 其他
时间在原单位工作。 主要工作任

务是指导挂职单位建立和规范工
会组织、实施建功立业、服务职工
群众、建设新时代职工之家、推进
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等工作。
省总和市总两级每年为每名第一
主席配备 2万元工作经费， 用于
挂职单位工会阵地建设和开展工
会工作。 （据新锐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