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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慈善法规定的政策支
持不到位

草案把“充分发挥慈善在第
三次分配的作用、 推动共同富
裕” 作为慈善法的指导思想，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
会建设委员会委员郑功成表示，
这是要将慈善事业置入国家发
展全局和大局。

“修改慈善法很重要的背景
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确实很滞
后， 我 2014 到 2015 年参加了这
部法律的起草、 审议，2016 年通
过实施时， 举国上下都高度关
注，大家对发展慈善事业期望很
高，但到如今没有太大发展。 据
统计， 全国每年的慈善捐赠在
2000 亿元左右，发展慈善组织的
积极性也不高。 ”郑功成说。

郑功成认为，“造成我国慈
善资源动员很有限和慈善组织
数量不多的现实，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法律跟不上时代发展，政策
支持不到位。 ”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民政部原副部长、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在列
席分组审议时表示，草案起草过
程中经过了广泛、 深入的讨论，
现行慈善法共 12 章 112 条，草
案新增了一章 21 条， 一共修改
了 47 条，修法幅度比较大。

提交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的已是第九稿，“还有一些呼声
很高但在协调中尚未达成一致
的内容，没有能够写进来”。 宫蒲
光表示，希望这些内容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上引起重视，争取
将一些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现
在没有写入草案的重要建议，纳
入修订范畴。

慈善法修改应对提高个人
所得税的捐赠免税额度发
出明确信号

草案规定： 国家对慈善事业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引导自
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
慈善事业。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民
政、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制定。 ”

分组审议中，有部分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提出，草案对税收
优惠的规定仍过于笼统和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欧阳
昌琼认为，在慈善事业里面，哪

些税种应给予何种优惠， 应当
在慈善法里予以明确， 否则还
要等到修改相应的税法、 税收
征管法等相关的法律或者制定
相关办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
提出，草案规定的捐赠人的税收
优惠政策不明确， 具体的减免
税规定应该在企业所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中规定，
建议在相关税收法律法规中，
进一步明确或完善慈善组织的
免税范围， 慈善法要与其它法
律法规相衔接， 把对慈善事业
的优惠写进去， 进一步明确和
完善慈善组织的免税范围。 比
如， 对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
值增值进行投资的收益，免征所
得税或者至少减半征收所得税，
以促进慈善组织长期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 形成自主造血机制；
对慈善组织应政府购买服务的
收入所得予以免税等。

郑功成表示，草案应“对提
高个人所得税的捐赠免税额度
发出明确信号。 ”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涉及的
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企业
所得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个
人所得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两项。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
得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是指
居民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
在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中扣除
的，扣除限额分别为当年综合所
得、当年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的 30%； 在分类所得中扣除的，
扣除限额为当月分类所得应纳
税所得额的 30%。 即个人所得税
的捐款免税额度是 30%。

根据 2018 年修改前的企业
所得税法，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0%以
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扣除。 即企业捐赠所得税
减免额度是利润的 10%。

“企业与个人之比是 1:3，这
种突出支持个人捐献的导向是
非常正确的，是符合国际慈善事
业发展大规律的。 ”郑功成说。

但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
企业捐赠所得税减免额度已提
升到利润的 12%。 另外还规定，
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
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即累计可达
到 36%。

“企业与个人之比现在已
从最初的 1:3 变成了 36:30，政
策信号变成了更鼓励企业捐
款， 这显然不符合激励慈善捐
赠的普遍规律， 更不符合鼓励
先富帮后富的宏观政策取向。 ”
郑功成说。

“目前我国的捐赠总量中，
个人占比不到 30%，捐赠主体大
部分是企业，我国的捐赠主体结
构不合理，需要通过鼓励个人捐
赠的一些政策来改变这种现
状。 ”宫蒲光说。

宫蒲光建议，应当比照企业
捐赠，准予个人捐赠超额部分向
后结转两年，至少是一年。 如果
做不到向后结转一两年，也可将
个人捐赠税前扣除比例从 30%
提高到 50%。

“个人捐赠都是将自己税后
的个人所得拿出来捐赠，非常难
能可贵，所以多一点税收支持是
应该的。 ”宫蒲光说。

郑功成也建议，要允许个人
捐赠免税额度结转一或二年，以
此发出正确的政策信号。

慈善捐赠税收特殊优惠应
常态化

慈善捐赠其它的税收优惠
主要还包括，脱贫攻坚期间实行
了向贫困地区捐赠享受税前全
额抵扣政策，以及在自然灾害等
重大突发事件中减免“三税两附
加”（增值税、消费税、城建税、教
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前几年在脱贫攻坚中采取
了对捐赠实行全额免税的政策，
但只是个阶段性、过渡性措施。 ”
郑功成说。

宫蒲光认为，这在虽已脱贫
但仍然属于相对贫困或发展滞
后的“三区三州”等边疆民族地
区、 革命老区的慈善捐赠活动
中，应该成为常态化的特殊优惠
政策，以体现对发展滞后地区第
三次分配的政策鼓励。

郑功成也希望，慈善法明确
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促进措施方面，精神褒奖
可以起到推动全社会小额捐赠
的作用。

草案规定：国家建立慈善表
彰制度，对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
者有关部门予以表彰。

“要营造人心向善、人人行
善的社会氛围，最主要的是社会
认同和精神褒奖，建议建立多层
级、多元化的社会褒奖机制。 ”郑
功成说。

“从国家、省、市、县、乡乃至
社区， 对行善者都应该表扬他，
宣传他们的贡献，还要允许社会
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及受益方
对捐赠方、 助人者给予精神褒
奖，最终形成人人赞美行善的社
会氛围。 ”郑功成说。

慈善税收优惠还与遗产税
相关。

郑功成建议，应尽快启动研
究开征遗产税、 赠与税等税制。

“未来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是先
予后取，也是放水养鱼，更可以
为个人及家庭财富积累与安排
财富去向提供长远、 清晰预期，
这将奠定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长
远发展的制度基石。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培
林在分组审议时也建议，在遗产
税没有出台之前，应该有一定的
激励机制，比如在草案中增加规
定“对个人遗产慈善捐赠建立激
励机制”。

慈善组织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的专业服务能力亟需提高

草案总结近年来慈善参与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正反两方
面经验，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出现
的突出问题，吸收地方立法中的
好做法，与正在审议的突发事件
应对管理法草案协调衔接，系统
规范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慈善活
动，新设了应急慈善专章。

“建议草案增加规定：发生
重大自然灾害及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所在地地方政府，应该及
时公开志愿者应当遵守的规则
与要求。 因为最近几年经常看
到，有时慈善组织和志愿者的行
动过于无序，造成了不必要的浪
费，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损
失。 因此，所在地地方政府应当
及时向社会公开，志愿者应当遵
守的规则与相关要求。 ”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吴恒在分组审议
时说。

吕薇委员说，目前我国许多
重大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的
应急处理中，慈善组织有意愿参
与， 但是缺乏事前的机制建设，

协调不足，同时存在慈善组织专
业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建议草
案在促进措施中增加两方面内
容，一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应将慈善组织纳入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建立常态化联络协
调机制，定期开展预防演练。 二
是加大对慈善组织专业人员培
训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提高慈善
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

完善网络慈善 填补网络
个人求助法治空白尚需细
节规定

为了填补网络个人求助法
治空白，草案新增规定，个人为
了解决本人或者家庭的困难向
社会发布求助信息的，求助人和
信息发布人应当对信息真实性
负责，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
骗取救助。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
承担求助信息真实性审查义务。
对个人求助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的管理规则由国务院民政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宫蒲光认为，针对网络个人
求助作出规定非常重要，考虑到
草案要规制的是网络个人求助，
因此必须要强调“通过互联网平
台”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建议
在“个人为了解决本人或者家庭
的困难， 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
的这一句中，在“困难”后面专门
加一句“通过互联网平台”。

在完善网络慈善规定方面，
草案适应互联网募捐蓬勃发展
的实际，总结吸收近年来指定慈
善信息平台和互联网公开募捐
服务平台的好做法，明确指定部
门， 区分不同平台的功能和责
任，规范网络慈善秩序，保障网
络慈善各方参与主体的权益。

李培林委员说， 近年来，对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的监督问题
备受关注，特别是网络慈善捐赠
出现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
的问题也比较多， 在善款使用
中，一些慈善组织进行网络慈善
活动中，和第三方合作出现了一
些问题，作为慈善组织，在选择
合作方时应该更加慎重，并承担
相关责任。 因此，建议完善草案，
在“慈善组织应当对合作方进行
评估，并在募捐方案中载明合作
方的相关信息”后，增加“并承担
合作责任”的规定。
（据《中国青年报》 记者王亦君）

“实施六年多的慈善法正在首次修订，2022年 12月 30日起，经过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后的慈善法修订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近日分组审议草案时，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列席会议的部分人员纷纷对草案中新增的应
急慈善、税收优惠政策、填补网络个人求助法治空白等规定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慈善法修订草案：

慈善助力第三次分配亟需支持政策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