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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怡杰广州慈善：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今年“中华慈善日”期间，
广州开展了一系列慈

善活动。 在“中华慈善日”当天，
广州市慈善会携手多家公益慈
善组织举行第四届 “公众开放
日 ”活动 ，面向媒体 、市民 “开门
迎客”，晒出“阳光账单”；发布广
州地区 2019 年度慈善组织透明
度排行榜，推进慈善组织透明度
评价体系的标准化建设 ； 发布
《广州市慈善资金监管实践与探
索》，促进慈善行业公信力发展。

开门迎客
“阳光账单”让公众捐得放心

9 月 5 日上午， 由广州市慈
善服务中心、 广州市慈善会、广
州市广益联合募捐发展中心联
合主办的第四届广州慈善“公众
开放日”活动在民政大厦顺利举
行。 人大代表、媒体、公益组织代
表等到场参与。

关注公益慈善多年，捐出多
笔善款的徐嵩，是广州市人大代
表，也是一名律师。 平日里，徐嵩
不时接触到各类公益慈善活动
及项目，也在线上和线下捐过多
笔善款。 她表示，早年间捐款，特
别是线下的，一般“捐了就捐了，
也不知道捐到哪里去”。

但在第四届广州慈善“公众
开放日”活动上，徐嵩不仅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她的观念也发
生了转变。“作为普通的捐赠人，
捐款时我首先会想这个事情是
不是真的，我有没有被骗？ 如果
是真的，我钱也捐了，那都用到
哪里去了？ 我会关心善款的用
途， 想知道它具体起到什么作
用。 ”徐嵩说。

开放日现场，广州市广益联
合募捐发展中心秘书长王梦华
向众人介绍，今年“中华慈善日”
期间，广益联募平台开设了“阳
光账单”专题。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广益联
募平台参与“晒账单”的项目达
290 多个，累计发布项目进展、项
目阶段性报告或结项报告等信
息达 760 条， 项目涵盖扶贫济
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灾助
难等领域。

据王梦华介绍，除了在“中

华慈善日” 期间发布慈善项目
“账单”，广益联募平台更注重在
日常募捐服务或筹款培训过程
中，定期提醒慈善组织做好款物
信息公开，逐渐培养慈善组织信
息公开的意识。 平日里，市民在
广益联募上完成捐款后，无论金
额多少，均会立刻显示在平台的
捐赠记录里。 捐赠完成后，广益
联募平台也会通过微信或短信
实时向捐赠人汇报项目进展。

“这个体验非常好，能立刻
提供一个正向的激励，激励我们
继续做善事和捐助。 ”徐嵩说。在
开放日活动上，徐嵩等人还参观
了广州市慈善会的办公区域、档
案室，其间都整齐地摆放各式各
样的“账本”供社会各界代表翻
阅。“账本”详细展示了 2019 年
度工作报告、 公益捐赠明细、慈
善项目审批流程、 募捐情况、专
项基金运作流程等内容。

另外， 今年广州市慈善会、
广州市广益联合募捐发展中心
还携手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
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
会等约 20 家公益慈善组织一同
“开门迎客”晒账单，进一步弘扬
慈善文化，打造“廉洁慈善、阳光
慈善”品牌。

徐嵩等人一边翻阅相关“账
本”， 一边听市慈善会工作人员
解说。“透明度很高，澄清了一些
舆论的误解。 ”徐嵩表示，“慈善
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维护社会

公众的善心，能够增强大众对慈
善的信心。 ”

透明度榜单
参评机构翻番

除了通过广州慈善“公众开
放日” 提高慈善组织透明度，广
州近年来发布的一个榜单也对
促进透明度起着关键作用。

9 月 3 日，广州地区 2019 年
度慈善组织透明度发布会在广
州大厦举行，会上发布了广州地
区 2019 年度慈善组织透明度排
行榜。 该榜单是在广州市民政局
指导下，由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
监督委员会通过大数据对慈善
组织的多项指标信息进行抓取
与分析。

这是广州地区自 2017 年度、
2018 年度以来发布的第三个慈
善组织透明度榜单。 今年，参与
透明度评价的广州慈善组织由
第一年的 58 家增长到 142 家，
增长 1 倍多，参评率达到 92%，获
得 A 等级的慈善组织， 也从 13
家增长到 42 家。 三年内，慈善组
织对透明度评价的参与度和认
可度逐步提升，特别是区级慈善
组织的参评数量较 2018 年度有
较大幅度增长。

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舒认为，慈
善组织透明度评价榜单促进了
广州慈善组织透明度的提升，提

高了慈善组织在社会上的公信
力。 其参评组织数量的增长，也
说明广州慈善事业的发展迈上
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慈善组织大部分资源来自
于捐赠人。 只有将项目做专业、
做扎实，并公开透明地向捐赠人
披露善款的用途和成效，才能提
升捐赠人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
这才是慈善组织壮大发展的根
本基础。 ”陈舒说，“从目前情况
来看，广州这条路走得很对。 ”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广州市慈善组织积极动员社
会募捐，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捐赠工作，34 家慈善组织累计接
收款物约 3.18 亿元，帮扶困难群
体和支援一线工作者、医务人员
等约 170 万人。 陈舒认为，疫情
期间社会公众对广州慈善组织
工作的支持和信任，离不开慈善
组织透明度的提高。

2019 年度广州地区慈善组
织透明度评价榜单分析报告指
出，广州慈善组织在拓展信息公
开渠道、 完善信息动态更新机
制、建立健全社会公众等利益相
关方互动和反馈机制方面要不
断检视自身，不断谋求进步。

同时， 报告也提出了对于慈
善组织透明度提升的几点发展建
议，包括：继续完善广州慈善组织
评价制度， 推进慈善组织透明度
评价体系的标准化建设； 夯实透
明度评价对于慈善组织的实际监

督作用； 加强区级慈善组织透明
度评价体系建设， 加快推进社区
慈善事业的创新发展； 主动适应
大数据时代信息公开的新趋势，
创新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模式。

慈善资金监管
分享广州经验

随着创建全国“慈善之城”
的深入推进，在慈善组织建设上
进行多年探索的广州积累下了
自己的一份经验。 其中，慈善信
息公开和慈善资金监管是其慈
善事业发展重要的一部分。

8 月 3 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广州市推动慈善事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方案》提出，
强化行业自律自治，号召慈善组
织积极参加“广州慈善公众开放
日”活动，全面推动慈善组织参
与透明度评价工作，慈善信息公
开率达到 100%。《方案》 同时指
出， 要加强内部控制和内部审
计，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充
分发挥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
督委员会的第三方作用，加大对
慈善组织和项目的审计和监督，
同时联动市场监管部门探索企
业社会责任年报机制。

而在 9 月 3 日，以“决战脱
贫攻坚，助力疫情防控”为主题
的广东省暨广州市第五个“中华
慈善日”活动启动仪式上，《广州
市慈善资金监管实践与探索》一
书发布。

在现代慈善事业中，慈善资
金的监管是各方始终关注的重
要议题。 在创建“慈善之城”过程
中，广州在慈善财产监管方面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一些实践
和做法在全国具有引领和示范
作用。 在此基础上，广州市慈善
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编辑出版
《广州市慈善资金监管实践与探
索》一书，对慈善财产监管制度
与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
究，提高慈善领域的社会风险防
范意识，增强慈善行业公信力。

同时，此书将广州在历年对
慈善组织审计监督过程中处置
的案列汇编成册，为慈善组织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也为业务
主管部门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
管提供参考，以期促进慈善组织
的健康发展。 （据《善城》杂志）

市民翻阅广州市慈善会“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