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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成网友表示
自己或亲朋接触过虚假公益组织

截至 7月 10日 10时

环
保

■ 本报记者 王勇

� �“截至目前，民政部未批准任
何带有‘一带一路’字样的社会组
织，凡是冠有‘一带一路‘字样且
自称在民政部登记的组织均属于
虚假宣传。 ”

7 月 4 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发布《关于防范冠以“一带一
路” 字样的组织非法开展活动的
提示》，真假社会组织的话题再次
引起关注。

在此之前， 国家发改委也指
出社会上出现了将“一带一路”概
念泛化、滥用的乱象，甚至以“一
带一路”为幌子敛财聚财。

比如没有按规定在相关部门
注册登记或备案就乱设所谓的

“一带一路”联盟组织、研究会、某
某地区工作小组等， 甚至乱拉赞
助巧立名目举办论坛、研讨会、展
会以及评比、竞赛活动等，收取高
额费用。

打着社会组织、 公益慈善旗
号敛财的事在最近几年屡有发
生。

4 月份，网上出现“慈善富民
总部”人员以“民族资产解冻”为
由招收会员，并称“鸟巢有慈善活
动，参加者可领 5 万元”，策划组
织大批会员在北京国家体育场等
地聚会的信息， 在公安部统一指
挥部署下，天津、北京、广西等地
公安机关迅速行动， 成功打掉了
这一机构。

同样在 4 月， 国家发展改革
委高技术产业司在陆续接到社会
各方的电话和信件询问后发出声
明从未联合任何部门组建“国家
数字资产研究院”等机构，也未向
任何机构授予“中国双创联盟工
作委员会”、“国家商品积分交易
中心”、“国家 PPP 存量资产交易
平台”等牌照。

还有不少虚假社会组织发起
募捐项目，引导公众进行捐赠，实
际上并没有用于受助对象。

对于这些真假难辨的社会组
织，该如何识别呢？ 民政部社会组
织管理局专门设立了曝光台，先
后公布了十三批“离岸社团”“山
寨社团”名单、三批未在民政部登
记的组织名单。

7 月 4 日发布的提示再次声
明： 查验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
社会组织名单， 请登录中国社会
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
cn。

查验在地方民政部门登记的
社会组织， 请登录地方民政部门
官方网站或向地方民政部门进行
咨询。

社会公众如发现有非法社会
组织活动线索的， 可向民政部进
行举报， 举报邮箱为：jbshzz@vip.
163.com。

在政府部门加大管理力度的
同时，作为公众个人，也需要擦亮

眼睛，才能防止上当受骗。 为了了
解大家在辨别真假社会组织、公
益机构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公益
时报》联合问卷网、凤凰公益推出
本期益调查———你知道怎样分辨
真假公益组织吗？

本次调查自 7 月 7 日 10 时开
始， 截至 7 月 10 日 10 时， 共有
1010 位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
显示， 近九成网友接触过或听说
过虚假公益组织， 说明虚假公益
组织已经到了必须大力根治的时
候了。

59.80%的网友表示自己或亲
戚朋友直接接触过，28.12%的网友
表示在网上、群里见到过、听说过
虚假公益组织。

分辨真假社会组织有哪些途
径？58.51%的网友表示自己会打电
话通过民政部门的网站等官方渠
道查询；21.98%的网友表示会通过
打电话去确认。 但也有 19.51%的
网友表示自己是凭感觉分辨。

怎样才能减少虚假社会组
织？ 这需要政府、公众、社会组织
的共同努力。34.36%的网友认为政
府管理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主
动作为，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
33.66%的网友更看重公众个人的
责任， 表示公众个人要提高防范
意识，不贪便宜，积极举报。27.62%
的网友则强调公益行业及时发
声，与虚假社会组织划清界限。

网友留言：

1.你听说过或接触过虚假公益组织吗？
A、自己或亲戚朋友直接接触过。 59.80%

� � B、在网上、群里见到过、听说过。 28.12%
� � C、没有印象。 12.08%

2.你是如何分辨真假社会组织的？
A、打电话去确认。 21.98%

� � B、通过民政部门的网站等官方渠道查询。
58.51%
� � C、凭感觉。 19.51%

3.怎样才能减少虚假社会组织？
A、公众个人提高防范意识，不贪便宜，积

极举报。 33.66%
� � B、公益行业及时发声，与虚假社会组织划
清界限。 27.62%
� � C、 政府管理部门加大执法力度， 主动作
为，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34.36%
� � D、 媒体发挥引导作用， 加大舆论宣传力
度。 4.36%

8000 万中央救灾资金
投向广西

近日， 财政部、 民政部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安排
8000 万元中央财政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用于 7 月
初以来暴雨洪涝等灾害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
期生活救助、倒损民房恢复重建补助和向因灾遇难人
员家属发放抚慰金，支持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工作。

点评：社会组织应发挥自身优势，在救灾募款之
外，更应提供心理辅导、社区重建等专业服务，以与政
府形成互补。

广州
认捐扶贫济困款物 5.45 亿元

据《人民日报》消息，日前，广州迎来第八个“广
东扶贫济困日”， 并启动了广州市 2017 年广东扶贫
济困日活动暨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 启动仪式
上，180 多名爱心代表当场上台认捐， 认捐款物达
5.45 亿元。

点评： 扶贫济困日活动在汇聚社会爱心的同时，
也尤其注意避免强捐与诺而不捐现象的出现。

美去年慈善捐款
突破 3900 亿美元

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发布
的年度慈善报告显示，去年美国个人、遗产、基金会和
企业的慈善捐款达到 3900.5 亿美元。 个人慈善捐赠
尤为强劲， 总额达到 2820 亿美元， 较 2015 年增加
3.9%。

点评：相较于中国年均 1000 亿左右的捐赠额，中
国的慈善捐赠事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环保督查 3 个月
揪出 2 万多家问题企业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目前，被称作“环境保护史上
最大规模行动”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
化督查已满三个月。 期间，28 个督查组共检查了 3 万
余家企业（单位）， 揪出 2 万多家存在环境问题的企
业，问题率超 6 成。

点评：让环保守法成为常态，铁腕执法、铁腕治理
必须持续下去，只有持续施压，才能让环境问题企业
彻底整改，转型升级。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7月 5日 北京陌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万元 灾后重建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芒果 V 基金

2017年 7月 6日 邓迪 500万元 设立思源·大数据公益
基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2017年 7月 6日 新华联集团 1000万元 抗洪救灾 湖南省慈善总会

2017年 7月 8日 蓝思科技董事长周群 1500万港币 抗洪救灾 湖南灾区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2017 年 7 月 9 日)
（制表：王勇）

7 月 8 日，“银行”将收到的生活垃圾装车，运送至
回收站。 贵州省施秉县双井镇翁西村开办“垃圾银
行”，通过“经济利益”来引导民众养成垃圾收集分类
与投放的良好习惯。“垃圾银行”采取的垃圾商品兑换
方式是积分制，村民们可根据不同垃圾种类进行入账
登记积分，积分有 2 至 15 分不等分值，所积分数达到
商品种类规定分值后即可兑换新的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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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南雨：离岸社团、
山寨社团黑心发财 、蒙
骗百姓、诈骗财产，使得
普通百姓轻则损失血汗
钱，重则贻误病情、家破
人亡！ 奉上民政部查询
真伪网址， 如果查询无
果，请记得找警察蜀黍。

扛大梁 CEO：大自
然的规律是： 急功近利
者、贪图小便宜者，自然
会上这个当、受这个骗。

水一泓 63：只发声
明似乎不够， 还得依法
打击！ 提高他们的违法
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