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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民政部召开第三
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通
报了二季度民政重点业务工作
进展及三季度相关工作安排。

据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保
俊介绍，今年以来，民政部在做
好慈善法施行各项准备工作、加
强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取得了
重要进展。

据介绍，作为迎接慈善法实
施和首个“中华慈善日”的活动
之一，民政部将于今年 9 月 1 日
在江苏省南通市举办“中华慈善
博物馆”开馆仪式和第九届“中
华慈善奖”颁奖活动。

慈善法配套政策文件
陆续出台

为做好慈善法施行各项准
备工作，民政部多次专门部署并
制发通知，提出通过健全慈善组
织登记认定制度、实行慈善组织

年度报告制度、建立公开募捐资
格许可制度、积极发展慈善信托
等，深入落实慈善法提出的一系
列重大改革举措；明确通过强化
行业自律，加强社会监督，强化
政府监管， 坚持公正文明执法，
构建慈善事业综合监管体系；贯
彻慈善法制度牵引和文化培育
有关规定，充分激发各类慈善主
体的发展活力，全面规范慈善主
体行为，提高慈善事业公信力和
透明度。

目前，《慈善组织认定办法
（征求意见稿）》 正在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慈善组织信息公
开办法、 慈善组织慈善活动支
出和管理费用标准、 慈善组织
公开募捐管理办法、 慈善募捐
平台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慈善法
配套政策文件正在研究制定过
程中， 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
共募捐信息平台正在面向社会
开展遴选。

中华慈善博物馆开馆

同时为迎接慈善法实施和
首个“中华慈善日”，拟开展以下
活动：

一是 8 月底举行慈善法实
施专题新闻发布活动，介绍民政
部实施慈善法的工作进展。

二是拟定 9 月 1 日在江苏
省南通市举办第九届“中华慈善
奖”颁奖活动和“中华慈善博物
馆”开馆仪式。

中华慈善博物馆是经国务
院办公厅批准冠名、民政部和江
苏省政府合力推进、南通市具体
承建的首家国家级慈善专题博
物馆。 中华慈善博物馆依托中国
近代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张謇先
生创办的大生纱厂旧址建设，占
地面积 26546 平方米，建筑面积
约 24858 平方米，总投资 2.78 亿
元。 在民政部、全国各地民政部

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博物馆共征集古籍、 书法作品、
牌匾、器具等实物 2900 余件，图
片 8300 多张。

三是依托地方民政部门和
部分社会组织举办京津冀慈善
展示会、公益广告大赛等活动。

整治“山寨社团”活动乱象

针对“山寨社团”钻法律空
子，打着“中华”、“中国”、“世界”
等旗号肆意敛财的乱象，开展了
对“山寨社团”的专项整治工作。

在中国社会组织网设立“曝
光台”，截至目前，共曝光 10 批
1085 家“离岸社团”“山寨社团”
名单。

通过民政部门户网站、中国
社会组织网以及中国社会组织
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发布“离岸
社团”“山寨社团”识别指南。 通
过专项整治，有效挤压了“山寨

社团”的活动空间，净化了社会
组织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了社
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加大寻亲服务力度

为帮助滞站受助人员及时
返家， 搭建寻亲家庭与流浪乞讨
人员之间有效的寻亲平台， 民政
部 2016 年 1 月 1 日启用了全国
救助寻亲网。截至目前，各地救助
管理机构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共
发布 2万 3千多条受助人员寻亲
公告。今年上半年，各地共报请公
安机关采集 DNA 血样 5789 人
次，帮助 1570 名受助人员成功寻
亲并及时返回家庭。其中，通过全
国救助寻亲网寻亲成功的有 456
例， 通过 DNA 比对寻亲成功的
有 253例， 通过其他寻亲公告发
布渠道寻亲成功的有 203 例，通
过问询沟通获取线索及其他方式
寻亲成功的有 658例。

7 月 29 日， 民政部发布了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并向社会各界
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细化了慈
善法第三章对慈善募捐的规定，
为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提供了规
范化的操作流程。

慈善组织符合相关条件可
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申请和申领； 获得资格以后，
开展公开募捐，必须制定公开募
捐方案，并在登记的民政部门备
案。 在募捐活动现场或者募捐活
动载体的显著位置，还需要公布
本组织名称、 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信
息查询方法等。

资格需申请（申领）
有效期三年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开展
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
格。 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
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
请公开募捐资格。

慈善组织如何取得这一资
格呢？ 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详细的
规定。 主要分为向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和申领两种
情况：

申请：1.认定为慈善组织满二
年（民办服务机构等）；2.非公募
基金会+登记满二年+是慈善组
织

申领：1.公募基金会、具有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
团体+是慈善组织；2.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自登记之日起可以公
开募捐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

申请者需符合九项条件：
（一） 根据法律法规和本组

织章程建立完整的内部治理结
构，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
的职责权限，会员（代表）大会或
理事会能够有效决策, 负责人任
职符合有关规定；

（二） 理事会成员来自同一
组织以及相互间存在控制或者
重大影响的组织的不超过三分
之一, 相互间具有近亲属关系的
不同时在理事会任职；

（三） 理事会成员中非内地
居民不超过三分之一，法定代表
人由内地居民担任;

（四）秘书长为专职，理事长
（会长）、秘书长不得由同一人兼
任，有必要的专职工作人员；

（五） 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登记的慈善组织有三
名以上监事组成的监事会；

（六）依法进行税务登记，履
行纳税义务；

（七） 按照规定参加社会组
织评估，评估结果良好；

（八）未纳入异常名录，未因
违法违规行为正处于整改期间，
申请前二年未发生严重失信；

（九） 申请前二年未被撤销
公开募捐资格，未因违反社会组
织相关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
未发生其他违法行为。

民政部门将在收到全部有
效材料后二十工作日内作出决
定， 是否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 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
组织与个人或者不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组织可以合作开展公
开募捐， 应当依法签订书面协
议， 使用慈善组织的名义开展
公开募捐活动； 募捐活动的全
部收支应当纳入该慈善组织的
账户， 由该慈善组织统一进行
财务核算和管理， 并承担法律

责任。
征求意见稿特别强调，公开

募捐资格证书不得出租、租借。
获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并

不是一劳永逸的，证书是有有效
期的，有效期为三年。 有效期届
满三十个工作日前需要向机构
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换发。

如果未申请， 视为自动放弃
公开募捐资格。失去公募资格后，
需要立即停止公开募捐活动。

募捐需备案 五个工作日

获得公开募捐资格以后，也
并不是想开展公开募捐就可以
开展公开募捐，而是必须制定公
开募捐方案，并在登记的民政部
门备案。 备案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公开募捐前五个
工作日备案。 民政部门对予以备
案的将向社会公开；对募捐方案
内容不齐备的，应当在五个工作
日内予以补正。 为同一募捐目的

开展的公开募捐活动可以合并
备案。

第二种是发生变化起五个
工作日补正。 公开募捐活动进行
中，募捐方案的有关事项发生变
化的，应当在事项发生变化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及时向其登记
的民政部门补正。

第三种是突发事件五个工
作日内。 主要针对为应对重大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
件等突发事件，无法在开展公开
募捐活动前办理募捐方案备案
的情况。

此 外 还 有 一 中 特 殊 情
况———异地备案。 慈善组织在其
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外，在
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或者举办
面向社会公众的义演、 义赛、义
卖、义展、义拍、慈善晚会等，除
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备案外，还
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前，向其募捐
活动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备案。

信息需公开 最高罚两万

对于一直以来饱受社会关
注的信息公开问题，征求意见稿
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征求意
见稿在这方面给了民政部门以
明确的执法手段———未在显著
位置公布募捐活动信息的可以
对慈善组织以及责任人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体需要进行的信息公开
活动包括：1. 慈善组织有效期届
满未换发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
应当告知信息平台运营商，并向
社会公告。 如果未履行告知义务
民政部门可以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2.在募
捐活动现场或者募捐活动载体
的显著位置， 公布本组织名称、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募捐方案、
联系方式、 募捐信息查询方法
等。 3.慈善组织应当依照有关规
定定期将公开募捐情况和慈善
项目实施情况向社会公开。

此外，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
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应当在国
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
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公开募捐信
息，并可以同时在以慈善组织名
义开通的门户网站、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
台发布公开募捐信息。

以上规定目前还在征求意
见阶段，最终出台的管理办法会
不会作出某些改变，取决于公众
会提出怎样的修改意见。 作为公
益人或者关心公益的人，如果你
有什么意见，就赶紧提出你的意
见吧，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28 日。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需取得资格并备案

民政部召开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中华慈善博物馆将于 9月 1 日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