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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指定到自主选择， 救灾
募捐走向“市场化”

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后，各
种社会公益力量迅速开始整合，
救灾募捐从行政干预机制转变为
社会选择机制， 为更多社会公益
力量参与应急救灾打开了大门。

首先，从指定到放开，可以
开展救灾募捐的社会组织的范
围被不断扩大。

2013 年，民政部发布的《关
于四川芦山 7.0 级强烈地震抗
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 明确
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
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
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
区民政部门进行， 捐赠以资金
为主。

从指定社会组织到“依法登
记、 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
织”， 被允许开展救灾募捐的社
会组织大大增加。 这一做法在
2014 年的鲁甸地震救灾中被延
续下来，《民政部关于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
公告》同样提出，倡导通过依法
登记、有救灾宗旨且有公募资格
的社会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
行捐赠，捐赠以资金为主。

此后，在应急救灾工作中不
再指定开展募捐的社会组织成
为惯例。 期间虽有波折，但实践
证明，让社会选择的结果优于行
政指定。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民政部发布的《慈善组织、
红十字会依法规范开展疫情防
控慈善募捐等活动指引》 提出，
依法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
组织、红十字会可以面向社会公
众开展募捐活动。

2021 年， 河南等地发生水
灾后，民政部印发通知，要求引
导和支持慈善组织通过建立专
项基金、设立慈善项目、发动社
会募捐等方式，积极参与对受灾
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都可以参与到应急救灾募捐

中，让更多社会公益力量在灾害
发生后能够第一时间募集、捐赠
款物，大大提高了救灾的效率。

其次，从统一到规范，资金
使用更加尊重捐赠人意愿和慈
善组织特长。

《关于四川芦山 7.0级强烈地
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在
强调“公益慈善组织接收的捐赠
资金，要按照捐赠人的意愿、灾区
应急救灾和恢复重建需求使用”
的同时，也提出“非灾区地方党政
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组织的捐款， 可通过同级民政
部门逐级汇缴至省级民政部门，
由省级民政部门转交四川省民政
厅，及时用于抗震救灾工作”。

到了鲁甸地震，通过民政部
门的提法已经没有了， 而是强
调，社会组织应按照捐赠人的意
愿、灾区应急救灾和恢复重建需
求使用救灾捐赠资金。

面对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
情， 民政部发布的指引再次强
调，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应当按
照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
的要求，在各地联防联控机制统
一领导和部署下，根据疫情防控
工作的实际需要，充分尊重和体
现捐赠人的意愿，合理分配使用
捐赠款物。

再次，从募捐到使用，信息
公开的重要性始终被强调。

在放开救灾募捐市场的同
时， 规范化的要求被不断提高，
其中突出的是对信息公开的要
求始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芦山地震募捐的信息公开
要求明确到“向社会公布捐赠人
权利义务、 资金详细使用计划、
成本预算；定期公布详细的收
入和支出明细， 包括捐赠收
入、直接用于受助
人的款物、与所开
展的公益项目
相关的各项直
接 运 行 费 用
等”。

鲁甸地震募捐的信息公开
增加了“开展募捐活动的社会组
织应依法依规发布募捐公告”的
要求，还进一步强调，“灾区有关
机构在发放和使用救灾捐赠资
金时，应向受益人明确告知资金
的来源和性质；重建阶段应定期
向社会公开所接收救灾捐赠资
金的总额、拨付使用和重建项目
进展等信息，主动接受捐赠人和
社会的监督。 ”

到了疫情防控慈善募捐，更
是提出“要做好捐赠款物收支情
况的数据汇总和信息公开工作，
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的接
收分配情况，特别是重点疫情防
控物资的接收分配明细，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

大灾有大爱， 募捐款物数
以十亿百亿计成常态

在社会组织参与救灾相关
政策的支持鼓励下，每一次应急
灾害事件发生，广大社会公益力
量都会第一时间发起救灾募捐
行动，广泛募集救灾款物，为应
急救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四川省雅安市召开的芦山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通
报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雅安市财
政、慈善总会、红十字会、教育基
金会、扶贫基金会、关心下一代
基金会和总工会共收到捐赠资
金 91970 万元，其中含香港特区
政府捐赠资金 １ 亿港元，澳门特
区政府捐赠资金 １ 亿澳门元。

此外，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中国红十字会已经接受芦山

地震捐赠款物共计 11.97 亿元，
其中大部分是社会组织、企业和
个人捐赠，占全国芦山地震社会
捐赠总量的 40%。

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的数据
显示，中国扶贫基金会（现为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深
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壹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腾
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爱德基金会
八家基金会合计接收社会捐赠
超过 9亿元。

云南省民政厅发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14 年 9 月 17 日 17
时，云南省共接收昭通鲁甸“8·
3” 地震捐款 100003.14 万元，捐
物价值 31952.22 万元。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
行动》白皮书显示，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 城乡居民、企
业、 社会组织等纷纷捐款捐物、
献出爱心。 各级慈善组织、红十
字会加强捐赠资金和物资的调
配和拨付，将捐赠款物重点投向
湖北省和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
区。截至 5 月 31 日，累计接受社
会捐赠资金约 389.3 亿元、物资
约 9.9 亿件，累计拨付捐款资金
约 328.3 亿元、物资约 9.4 亿件。

湖北省慈善总会的数据显
示，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湖
北省慈善总会共接收疫情防控捐
赠资金 617272.15万元，其中定向
捐赠资金 196115.17万元，非定向
捐赠资金 421156.98万元。

河南省加快灾后重建第三
场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 年，洪涝灾害发生后，河南
全省乃至全国慈善、 社会工作
和志愿服务及其他社会组织等

社会力量积极行动、

募集款物，各界爱心人士倾情奉
献、共克时艰。 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 2021年 8月 8日，河南全省各
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共接收捐
赠款物 85.88 亿元， 其中捐款
74.98亿元，物资 10.90亿元。

搭建救灾网络， 社会公益
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应急救灾事件可能发生在
全国各地， 但慈善组织尤其是
短时间能够募集大量救灾款物
的慈善组织往往集中在少数大
城市， 如何才能让应急救灾人
力、 物力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 社会公益力
量通过搭建联合救灾协同机制
逐步解决了这一问题。

以壹基金为例，在“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科技支
撑”的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求下，根据“掌握规律、提
前备灾、联合行动、快速救援”的
策略发起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
壹基金通过推动省内社会组织
建立协同救灾机制，同时提供项
目支持及能力建设培训，帮助更
多一线社会组织和公益团队成
为在地方政府应急救灾机制统
一协调下的响应属地灾害的一
线救援力量。

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壹基金紧急救灾计划支持了
20 个省的社会组织联合救灾
协同机制的建设， 以推动社会
力量属地化救援能力提升为核
心目标， 促进社会组织联合救
灾行动规模化、 标准化、 专业
化。 十余年来，共有 1000 余家
在地社会组织参与到联合救灾
行动中来。 （下转 06 版）

应急救灾这十年：

社会公益力量在积极参与中迅速成长
� �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灾害时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引导下，广大社会公益力量有

序高效参与到芦山地震救援、鲁甸地震救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河南水灾救援等一系列应急救灾工作，在募集救灾款物、参与现场
救援、实施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