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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晒账单”，“帮了谁”一目了然
� � 2018年 9月 5日， 是我国第
三个“中华慈善日”，也是第二届
广州慈善“公众开放日”。 当天一
大早，广州市慈善会就敞开大门，
迎接来自社会各界的“检阅”。

朱宜媛并不是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公众开放活动。 但她发
现， 当天的活动特别细致和贴
心，机构怎么筹钱、运作，去哪帮
什么人、怎么帮，受助者状况，如
何查询等情况都展示得一清二
楚，让公众完全了解到自己的爱
心能给这座城市带来哪些改变。

2017 年 7 月，广州市民政局
印发了《关于深化“羊城慈善为
民”行动创建全国“慈善之城”之

“尽善净行” 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尽善净行”工作方案》），引
起全国关注。 这是广州提出在全
国率先创建“慈善之城”后，首个
具体落地的系统行动方案，并将
每年“中华慈善日”定为广州慈
善“公众开放日”，鼓励慈善组织
向公众开放， 组织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 公众参观慈善组织，开
展慈善“晒账单”活动。

一年来，广州的慈善环境发
生了什么变化？ 慈善组织的开放
度、透明度又处于怎样的水平？

“尽善净行”
助公益氛围大改善

2018年， 土生土长的广州街
坊朱宜媛第二次走进广州慈善“公
众开放日”。 作为参与广州慈善活
动的“老人”，她深刻感受到广州慈
善的公众参与度大幅提高。

“9 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公益
慈善， 那时在上下九带着 50 多
个孩子开展慈善义卖，使尽浑身
解数只筹了 100 元。 ”她回忆说。

9 年后，她发现，这个城市的
每个人都开始热衷公益慈善事
业。 这也得益于广州慈善的开放
度越来越高。

2013 年以来，通过成立慈善
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广州为廉
洁慈善培育了第三方专业独立的
监督力量；而顺应互联网时代的新
要求， 广州市慈善会于 2014年建
成“广益联募”平台（广州市慈善会
慈善信息平台） 和微信公众号，开

通官方网站、官方微信网络募捐渠
道， 正式迈入互联网在线筹款时
代， 让公众可以查询个人捐赠档
案，跟踪了解善款使用去向。

而为了营造“尽己所能、人
人慈善，公开透明、干净行善”的
慈善发展环境，2017 年， 广州出
台了《“尽善净行”工作方案》，作
为建设全国“慈善之城”首个具
体落地的行动方案。 以“廉洁慈
善”“阳光慈善”为目标，广州重
点从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
自律、内部治理四方面，打造慈
善事业综合监管体系。

广州市慈善会负责人介绍，
此后一年中， 广州积极开展扶贫
济困、慈善募捐、慈善救助等一系
列活动，如开展广州市 2017 年广
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暨深化“羊城
慈善为民”行动，共筹集资金 5.45
亿元， 主要用于广东省和广州市
对口帮扶梅州市、 清远市的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任务以及广州市扶
老、助残、救孤、济困、来穗人员关
爱等惠及民生的慈善项目。

此外， 广州市慈善会还积极
联合社会力量， 与近 300 个社会
组织、爱心企业、媒体联合开展慈
善募捐，筹集资金 1.91亿元，并与
50 多个从事重症救助、 儿童救
助、 老人关爱与服务等领域的社
会组织合作开展慈善救助服务，
累计支出救助金 1.65亿元。

慈善资源取之于众，也需明
之于众。 2018 年 9 月 5 日首届广
州慈善“公众开放日”活动上，广
州市慈善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公众前往参观，同时公开
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
募捐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设计
“扫码晒账单”活动，现场为参观
市民展示年度工作报告、公益捐
赠明细、 慈善项目资助流程、专
项基金运作流程、 广益联募平
台、官网等成果，并围绕群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和阐释，
大大提高了慈善透明度。

慈善组织
敞开胸怀主动“晒账单”

2017 年首届广州慈善“公众
开放日” 开了个好头，2018 年的

第二届“公众开放日”则继续在
活动现场全方位向公众展示过
去一年的慈善成绩，吸引了众多
热爱公益的市民，他们查阅开放
资料，询问公益慈善组织有关信
息，与慈善工作者近距离交流。

作为广州慈善组织中的“领
头羊”， 广州市慈善会当表率做
示范， 积极主动向公众开放，提
高慈善组织公信力。 此次活动
中，广州市慈善会充分借助新媒
体和移动互联网手段，主动为社
会公众查阅捐赠、救助、财务等
档案提供方便和支持。

在广州本地的“广益联募”慈
善募捐信息发布平台，一幅“阳光
账单” 专区的横幅海报挂在了头
栏。 点击进去后，涵盖扶贫济困、
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灾助难等
近 150个广州本土公益慈善项目
逐个介绍了各类信息。

身为荔湾区人大代表的朱宜
媛对此很是激动。“当公益慈善的
信息和渠道足够透明和清晰，广
州街坊是很乐于做慈善的。 ”她
说， 阳光账单就像查生活账单一
样，还能了解项目具体做了什么，
更激发街坊参与慈善的热情了。

此外，在2018 年的“公众开
放日”上，广州一百零八度公益
基金会、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
会、广州市乐善助学促进会 3 家
慈善组织也敞开胸怀，分享了各
自机构的慈善工作成绩。

广州市乐善助学促进会成
立于 2004 年 5 月 1 日，是一家专
业助学非营利性慈善组织，也是
爱心人士奉献爱心、平等互助的
平台。 注册会员 1 万多人，常年
有 300 多名志愿者活跃在助学
一线，目前已在 11 省（区）73 县
市开展精准助学活动。

“我们网站每个项目都有慈
善榜， 谁什么时候捐了多少钱到
哪个项目都会明确地记录在上
面。而且账目公开是长期的，随着
项目发展同步公开。 每逢半年到
一年的时间内， 我们会对项目执
行结果回访。 ”广州市乐善助学促
进会会长李锦文介绍， 乐助会目
前建立了四级监管体系， 引进第
三方财务监管， 在物资捐赠的环
节对财务、回访、捐赠、采购、立项

都进行对应网站版面公示， 并设
立专门负责组进行对接。

透明度中等偏上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广州的慈善透明度究竟有
多高？ 如果说慈善组织晒账单活
动是一个侧影的话，《2017 年广
州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报告》的
发布则客观科学地向外界展示
了广州慈善的全貌。

2018 年 4 月，广州市慈善组
织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
“慈监委”）发布了慈善组织透明
度评价体系。“希望这个工具能
引导慈善组织提升内部治理水
平和专业能力，也希望运行的机
制能触动社会大众更多地参与
到慈善行动当中。 ”广州市慈监
委秘书长冼丽冰如是期待。

而在广州市民政局的支持
下，广州市慈监委又联合广州市
社会创新中心、中山大学广州大
数据与公共传播重点研究基地
大数据分析专业团队组成的研
究团队， 开展对 2017 年度广州
市慈善组织透明度的评价分析，
并最终在今年慈善公众开放日
期间发布 2017 年度慈善组织透
明度排名榜单及年度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从总体的慈善组织
的透明度来看，广州的慈善组织表
现较好。全部参评的慈善组织的透
明度平均分为 91.9， 得分率为
61.2%（满分 150分），相比 2016年

53.51%的得分率有显著的提升。 这
表明广州慈善组织的总体透明度
情况正朝着一个良好的势头发展，
但尚未达到高的透明程度，仅处于
中等偏上的透明度。

其中，各类慈善组织在法定
得分项上都表现良好，总体得分
率达到 84.86%， 与 2016 年相比
有所增长。 其中以基金会为最
佳， 平均得分率达到了 89.26%；
社会团体得分率达到 81.69%，同
比 2016 年有显著提升。 这表明
广州市慈善组织遵循了慈善法
和广州市地方相关法规，努力进
取，实现阳光透明的慈善公益。

在所有的慈善组织中，最高
分是 133 分（满分 150 分），最低
分不到 60 分，分数差距较大，表
明各慈善组织间的得分表现差
异显著。 虽然考虑到其中包含了
部分的 2017 年以后成立的慈善
组织，出较大的分数差异可以理
解，但也说明未来广州市慈善组
织的透明度仍存在很大的挖掘
潜力，在现有不错的基础上还能
发展得更好。

广州市慈监委副主任委员陈
舒表示， 向社会公众发布广州市
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排行榜及分
析报告， 可以引导慈善组织运作
的规范化、公开化，增强慈善组织
的公信力， 也能使社会公众更加
了解慈善、参与慈善、关心慈善、
监督慈善， 助力慈善组织自律和
他律，推动慈善事业发展。

（据《善城》杂志）

� � 2018 年 9 月 5 日，广州举办慈善“公益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媒体和公众参观广州市慈善会（图片来源：《善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