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7 月 21 日起， 郑州慈善总会本部志愿者有序参与物资摆放、分
发。 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志愿者达 500 人次，装卸物资数百吨

河南暴雨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截至 8 月 1 日 16 时，郑州
慈善总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价值 12.9 亿元 ，已

拨付款物价值 11.77 亿元。
点滴善意如何汇聚成爱心长河， 又是如何分发到灾情一线？

慈善组织由谁来监督？ 如何确保向慈善组织捐赠的款物用到救灾
和慈善事业中，避免被贪污、侵占、挪用？ 记者采访了郑州慈善总
会及相关纪检监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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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慈善总会：

确保每一笔善款、每一项物资可查可控

一天接打上千个捐助电话

“发布募捐公告后，我们就
收到来自各地源源不断的捐赠。
灾情前几天，我们二三十号人差
不多一天就得接打上千个捐助
电话，几乎 24 小时不停。 ”郑州
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刚
良告诉记者， 每天下午 4 点，慈
善总会需要将当天募集到的资
金总额上报到郑州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由指挥部根据全市情况
统一分配，再将善款打到各县市
区慈善总会的账户上；如果是物
资，则要登记明细、建立台账，根
据受灾地区的需要，迅速对接供
需双方，等物资到位后，就可以
开具发票以示收到物资。

随着灾情好转，灾区的需求
也发生了变化。 李刚良介绍：“像
矿泉水、方便面等食品供应基本
上已经满足了，现在最缺的是水
泵、铲车、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
备，毕竟道路冲了、房子也塌了，
下一步的重点要转到灾后重建
上来。 另外，大灾之后防大疫，今
后对于药品的需求也会加大。 ”

面对灾情，公众应该如何奉
献爱心？ 是捐钱好，还是捐物好？
李刚良认为：“对郑州此次灾情
而言，都需要，但还是要看不同
阶段的具体需求。 比如，灾情之
初，我们迫切需要抽水机，但是
到了后期重建阶段，可能资金的
适用性就更强一些。 ”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如何
做好灾情下的公益事业？ 慈善组
织有自己的思考。“做好公益事
业无非两条， 一是引导公众捐
赠，二是把资金用对地方。 好钢
要用在刀刃上，爱心款物也是如
此。 ”对于李刚良和同事们来说，
一笔笔善款其实是“良心钱”，

“谁的钱都来之不易， 我们在良
心上要对得起捐赠者，必须管好
用好，不能出问题。 只有让捐赠
者信任我们， 才会宣传我们，吸
引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进来，让
慈善事业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 ”

分配使用坚持“三优先”

我国公益组织众多， 有人
说，灾难面前，民间救援组织是
“轻骑兵”，官方慈善组织是“大
兵团”，这话不无道理。 后者不但
要考虑救援的全局性、受灾群众
生活的系统性，还要考虑灾后重
建的整体性。

不同于民间救援组织点对
点地支援物资，官方慈善组织必
须从大局上全盘考虑。“这次洪
涝灾害灾情严重， 受灾范围广、
受灾群众多。 我们的救灾物资不
能走到哪里发到哪里，而是要统
筹考虑，哪里灾情重，哪里最需
要， 我们就把物资送到哪里，不
管有多远，也不管有多难。 ”一位
官方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做事不能追求短平快，
做完就走， 还必须考虑后续怎么
办。 ”这位工作人员举例说，“受灾
群众如果没吃的，给他们食物，再
往后，没地方住怎么办？生病了怎
么办？ 大面积的消杀，谁来管？ 我
们接受了捐赠， 不能随随便便转
手给出去， 必须考虑后续各项工
作。管好用好每一分善款，就是对
每一份爱心的守护和承诺。 ”

郑州市一些医院、学校的大
型医疗设备、精密仪器、图书资
料因存放在地下遭到损毁；300
多个乡村卫生室受灾，无法正常
使用；一些村庄民房被洪水冲走
……灾后重建任务依然很重。

据了解，在资金和物资的分

配使用上，当地官方慈善组织坚
持“三优先”：一是优先支持重灾
区群众转移安置、应急救助及基
本生活保障。 二是优先用于基层
基础医疗卫生服务设施恢复、社
区卫生站建设项目。 三是优先支
持社区防灾减灾、灾后重建等符
合现实需要的项目。

对慈善组织的监督

7 月 23 日，郑州市纪委监委
驻民政局纪检监察组前往郑州
慈善总会开展实地检查。 距离大
门 300 米外，运送救灾物资的车
辆已大排长龙。 走进院里，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正忙着搬运物资。

一楼大厅设有登记台， 详细
了解捐赠流程和登记工作后，监
督检查人员找到相关负责人，具
体查看了接收、 发放物资的存根
等资料，询问了物资管理、发放等
情况。为了确保精准监督，现场还
对一批物资进行了实物清点，根
据发放记录， 随机拨打多个收资
单位的电话，核实物资是否到位。

“受捐物资的接收、管理、使
用情况是纪检监察组关注的重
点， 确保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地
方， 是我们开展监督的首要目
标。 ”郑州市纪委监委驻民政局
纪检监察组组长吕源表示。

其实，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
点与公众密切相关。 人们最关心
这两个问题：慈善组织到底由谁

来监督？ 向慈善组织捐赠的款物
是否用到了救灾和慈善事业中，
会不会被贪污、侵占、挪用？

“慈善组织应该受到监督，也
必然受到监督。 ”吕源解释，郑州
慈善总会虽然是一家非营利社
团组织，但郑州市民政局对慈善
总会有业务指导和监管职责，纪
检监察机关通过压实市民政局
的主体责任，可以对郑州慈善总
会发挥监督作用。 此外，对在慈
善总会中的党员、公职人员或依
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纪检监察机
关可依纪依法进行监督。

对于监督重点，吕源认为，入
口、保管、发放是三大风险点，是
纪检监察机关重点关注的环节。

首先是入口环节，也就是受捐
赠款物是否及时、 详细登记造册，
注明来源、捐赠内容、捐赠意向、捐
赠人等信息，便于后期有据可查。

其次是保管环节，钱款必须
进入财政账户或者专用账户进
行保管， 决不允许个人保管，杜
绝可能出现的监管漏洞。 物品则
要存放在安全的仓库内，按类别
由专人登记、保管、发放，避免因
保管不善造成物品损失。

最后是发放环节，要遵照各
级党委政府关于防汛救灾有关
精神，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 和相关法律规定，根
据各地区受灾程度和郑州慈善
总会接收社会非定向捐赠资金
情况，由市政府统一安排，及时

拨付各地区、各单位使用。“这里
重点要监督防范是否存在私分
乱发、优亲厚友、侵占挪用等违
纪违法行为， 一经发现严惩不
贷。 总而言之，监督的重点就是
防止发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防止出现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现象。 ”吕源说。

确保善款用到刀刃上

“考虑到社会各界可能会对
郑州灾情进行慈善捐赠， 要把慈
善总会作为监督重点， 紧盯受捐
赠款物使用， 决不允许出现任何
腐败问题。 ”“7·20”特大暴雨发生
后，郑州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
升建就慈善款物监督作出部署。

21 日，市纪委监委督导组到
市民政局现场检查，督促相关部
门切实履行职责，建立健全受捐
款物详细台账，明确款物来源去
向，确保使用合法合规。

当地还建立起向市纪委监
委日报告制度，督导组将根据台
账和报告情况，不定期向各单位
进行核实。 同时，郑州慈善总会
定期向社会公布受捐情况，主动
接受监督，对全社会特别是爱心
企业和爱心个人负责。

“抗洪救灾捐赠款物承载社
会各界的爱心，也是受灾群众的

‘救命钱’。 ”郑州市纪委监委驻
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
殿勋介绍，该组聚焦郑州市红十
字会接受捐赠款物发放、使用和
管理的各个环节，持续强化对捐
赠款物的监督检查。 及时成立专
项督导组，不打招呼，直奔一线，
以“循线监督”方式，在不干扰抗
洪救灾工作前提下开展“三问三
看”督导检查，即问人、问事、问
数，看接受捐赠款物登记、看物
资发放台账、看物资发放分配情
况等，督促市红十字会强化捐赠
物资管理，及时公布接受捐赠和
使用情况，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通过回访捐赠人、接受捐赠单位
和个人核对捐赠款物是否到位，
以精准监督为捐赠款物运行保
驾护航，确保每一笔善款、每一
项物资来源去向可查可控、阳光
运行。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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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提问是否会面对类
似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储问题时，
河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王树山
予以否认：“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物资是直接送到受灾地区的，不
需要我们提供仓库。 只有当地有
这个物资需求，我们才会联系捐
赠方，由他们将物资送到指定接
收地点。 ”

据王会长介绍，河南省慈善
总会先将物资捐赠意愿登记在
册，随后报送指挥部以对接各地
需求， 再将需求反馈给捐赠人。
经来回沟通，确认当地需要的物
资及捐赠数量后，企业才会和河
南省慈善总会签订捐赠协议。 企
业方履行出库、发货，河南省慈

善总会获取车辆信息并提供支
持，各地慈善会也有专人负责接
收等工作，保证物资第一时间送
到需要的人手里。

“我们会建立明细表，防止
捐赠物资过剩，造成浪费。 供需
双方需要信息对称。 ”王会长表
示，“慈善会起的是枢纽作用。 整
体而言， 目前信息比较畅通，协
调机制有效，没有出现物资滞留
问题。 ”

从省到市再到区、县，各级
慈善总会和防汛抗旱指挥部构
成了对接物资捐赠和管理的平
台，层层分享信息。 记者注意到，
河南各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发布的捐赠公告里，联系人多

为当地市级慈善总会工作人员。
安阳市慈善总会的物资捐赠联
系人贾海涛告诉记者，当地防汛
抗旱指挥部掌握物资需求明细，
慈善总会负责对接物资捐赠意
愿和接收，但“物资在我们这里
就是过个手，有时是受捐方直接
过来领取”。

王会长还表示，实际捐赠物
资比公示的多，原因是部分捐赠
物资没有相关票据，推迟了物资
价值的计算工作。 目前正在协调
处理。

未来仍是考验

灾害发生后，慈善组织收到

很多捐款、物资，但这不意味着
高枕无忧。

对河南省慈善总会而言，一
边是向内源源不断进入的善款，
一边是向外动辄上亿的大额拨
付。 工作难度只高不低。 剩余的
9.8 亿元在继续扣除定向捐赠资
金后，是否还会对外拨付？ 后续
接收的捐赠物资和资金能否用
在最需要的地方? 面对日益变化
的灾情，以及即将到来的全省灾
后重建，河南省慈善总会依然面
临考验。

据河南省慈善总会官网报
道，8 月 1 日，民政部慈善事业促
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巡视员李
波到河南省慈善总会调研抗洪

救灾慈善募捐工作，提出下一步
将慈善募捐工作重心转移到灾
后恢复重建上来。 同时要求，不
但公布接收、 分配款物的情况，
还要持续跟踪拨付给地方款物
使用情况的信息公开； 加强引
导， 特别是对一些定向捐赠，引
导捐赠符合慈善目的。

《公益时报》记者还注意到，
河南省政府也研究出台了《河南
省省级自然灾害捐赠款物分配管
理使用办法》，“对省红十字会、省
慈善总会接受到的捐赠资金和物
资使用对象、 分配原则、 管理方
式、审核监督作出规定，确保自然
灾害救助捐赠款物接受、下拨、使
用精准、公平、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