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 月 1 日，
由民政部开发的全国
救助寻亲网正式上线 ，
面向社会公开运行。 该
网站是为长期滞留流
浪乞讨人员发布寻亲
信息的网络平台 ，各地
救助管理机构均可通
过该网站发布寻亲公
告，便于寻亲家庭查找
走失的家人，帮助滞留
受助人员早日回归家
庭。 截至 1 月 6 日 ，各
地已录入近 1500 条受
助人员寻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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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率先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
深圳市民政局将围绕充分

发挥民政在社会建设中的骨干
作用，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
动力， 全面深化民政公共服务
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 着力推
动“服务民政、创新民政、阳光
民政、法治民政、效率民政、数
字民政”建设。

具体举措可概括为 5 项改
革，3 项重点，1 项保障。 5 项改
革包括：第一，社会组织管理体
制改革， 率先建立现代社会组
织管理体制；第二，基层管理体
制改革，创新社区治理体制、社
区服务模式、 健全基层群众自
治；第三，养老产业体制改革，

加快构建现代养老新格局；第
四，社会工作管理体制改革，全
面建立现代社工制度；第五，公
益慈善体制改革， 发展现代公
益慈善事业。

3 项重点包括健全基本民
生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社会救
助体系；深化军民融合式发展，
创建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
加快民政法治化建设进程，大
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1 项保
障是指提升专项社会事务管理
水平及民政服务保障能力，打
造一个风清气正、 干事创业的
领导班子。

（据《深圳特区报》）

1 月 8 日, 财政部、海关总
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慈
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
办法》。《暂行办法》明确规定，自
4 月 1 日起， 对境外捐赠人无偿
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慈善
事业的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

哪些机构具有资格？

能够享受这一待遇的有哪
些机构呢？《暂行办法》对此作出
了明确规定，包括：

第一，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第二，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
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和中国癌症基金会。

第三，经民政部或省级民政
部门登记注册且被评定为 5A 级
的以人道救助和发展慈善事业
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或基金会。 民
政部或省级民政部门负责出具
证明有关社会团体或基金会符
合本办法规定的受赠人条件的
文件。

哪些物资可以免征？

并不是所有的捐赠物资都
可以免征进口税。《暂行办法》明
确了六类可享受这一待遇的捐
赠物资。

第一，衣服、被褥、鞋帽、帐
篷、手套、睡袋、毛毯及其他生活

必需用品等。
第二，食品类及饮用水（调

味品、水产品、水果、饮料、烟酒
等除外）。

第三， 医疗类包括医疗药
品、医疗器械、医疗书籍和资料。
其中，对于医疗药品及医疗器械
捐赠进口，按照相关部门有关规
定执行。

第四， 直接用于公共图书
馆、公共博物馆、各类职业学校、
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
教学仪器、教材、图书、资料和一
般学习用品。 其中，教学仪器是
指专用于教学的检验、 观察、计
量、演示用的仪器和器具；一般
学习用品是指用于各类职业学
校、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
学和学生专用的文具、 教具、体
育用品、 婴幼儿玩具、 标本、模
型、切片、各类学习软件、实验室
用器皿和试剂、学生校服（含鞋
帽）和书包等。

第五，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
专用仪器。 包括环保系统专用的
空气质量与污染源废气监测仪
器及治理设备、环境水质与污水
监测仪器及治理设备、环境污染
事故应急监测仪器、固体废物监
测仪器及处置设备、辐射防护与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及设备、生态
保护监测仪器及设备、噪声及振
动监测仪器和实验室通用分析
仪器及设备。

第六，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
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国家明令停止减免进口税
收的特定商品以及汽车、生产性

设备、生产性原材料及半成品等
并不包括在内。

此外，捐赠物资应为未经使
用的物品（其中，食品类及饮用
水、医疗药品应在保质期内），在
捐赠物资内不得夹带危害环境、
公共卫生和社会道德及进行政
治渗透等违禁物品。

如何办理免税进口？

符合《暂行办法》规定的进
口捐赠物资，受赠人需要向海关
申请办理减免税手续，海关按规
定进行审核确认。 经审核同意免
税进口的捐赠物资，由海关按规
定进行监管。

进口的捐赠物资按国家规
定属于配额、特定登记和进口许
可证管理的商品的，受赠人应当
向有关部门申请配额、登记证明
和进口许可证，海关凭证验放。

经审核同意免税进口的捐
赠物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三章有关条
款进行使用和管理。 其中第二十
条规定，受赠人每年度应当向政
府有关部门报告受赠财产的使
用、管理情况，接受监督。 必要
时，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对其财务
进行审计。 海关对减免关税的捐
赠物品依法实施监督和管理。

免税进口的捐赠物资，未经
海关审核同意， 不得擅自转让、
抵押、质押、移作他用或者进行
其他处置。 如有违反，按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海关相关管理规
定处理。

4 月起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 ■ 本报记者 王勇

� � 汶川地震时，为让境外捐赠救灾物资快速通关，几名重庆海关的
海关官员正在机场的停机坪上进行查验。

全国救助寻亲网正式上线

� � 寻子寻亲牵动社会各方关
注。 在日常救助工作中，各地救
助管理机构与走失人群接触的
机率较高，每年都会救助大量的
疑似走失、被拐的老年人、妇女、
未成年人和疑似精神障碍、智力
障碍人员。 与此同时，许多走失
人员的家人也经常到全国各地
救助管理机构寻亲或寻求帮助。
全国救助寻亲网的启用，有效对
接了社会寻人和受助人员寻家
需求，突破了传统寻亲公告在版
面、地域、时限等方面的局限，在

更大范围内帮助滞留受助人员
回归家庭。

社 会 公 众 可 通 过 http://
xunqin.mca.gov.cn/（xunqin 为“寻
亲”的全拼）登录全国救助寻亲网，
查询受助人员寻亲公告。寻亲公告
内容包括受助人员照片、 姓名、性
别、年龄（或目测年龄）、身高、健康
状况、智力状况、精神状态、体貌特
征、发现时衣着特征、发现日期、发
现地点以及所在救助管理机构联
系方式等基本信息。网站还提供条
件检索功能，便于用户开展组合查

询，提高寻人效率。
下一步，民政部将督促各地

尽快将现有滞留在站、尚未开展
寻亲服务的受助人员信息录入
网站，以便社会公众及时发现寻
亲线索；指导各地规范寻亲服务
流程，做到逐项登记、准确录入
和实时办理；指导各地救助管理
机构及时整理形成本机构滞留
人员纸质或影像资料库，主动为
来站寻亲的走失人员家人提供
帮助，帮助更多的受助人员和寻
亲家人团聚。 (据民政部网站)

福建：百家省级行业协会将摘“官帽子”
根据福建省委、 省政府部

署， 今年福建省将在 100 家省
级行业协会试点推进脱钩改
革，实行职能分离、机构分离、
财务分离、人员管理分离。

据初步统计， 福建全省共
有行业协会商会 3241 家，其中
省级 403 家、 市县两级 2838
家。作为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
的纽带， 行业协会商会在为政

府提供决策、服务企业发展、促
进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但也存在着行政化色彩
较浓、政社不分、责任不清等问
题， 特别是某些行业协会长期
存在借用行政资源、 依靠代行
政府职能或凭借垄断地位乱摊
派、乱收费等行为，饱受社会诟
病。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广东:体育社会组织数量 5 年翻一番
“十二五”期间，广东省各

类体育组织数量迅速增长，截
至 2014 年底， 全省法人登记
体育社会组织数量由“十一
五” 末期的 1374 个增至 2938
个，增幅达到 113.8%，平均每
万人拥有体育社会组织数为
0.28 个。 此外，1148 个乡镇和
436 个街道都成立有 1 个以上
的体育组织；农村（社区）全民
健身晨晚练点近 4 万个，健身
气功练习站 440 个；国家级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 216 个、国家
级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14
个、全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

营地 4 个。
在降低准入门槛、 允许一

业多会的发展机遇引领下 ，
2012 年至 2015 年，新成立的广
东省五人足球协会、 广东省业
余足球协会、 广东省民间足球
促进会、 广东省全民健身促进
会、广东省高校体育舞蹈协会、
广东省风筝协会等省级体育社
团， 全部都由社会上的企业或
个人直接到省民政厅登记注
册， 完全打破了以往省级体育
社团基本靠体育系统发起成立
并运作的旧体制。

（据《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