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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公益研究院发布“中国《慈善法》2017年实施报告”

截至去年底我国已有慈善组织 3378家
� � 2016 年 9 月 1 日，《慈善法》
正式实施，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
正在为《慈善法》所改变：社会良
俗的演进， 生活理念的更新，慈
善经济的开拓，优秀传统文化的
强势回归，社会组织及志愿者队
伍的状若云涌……

那么，在《慈善法》实施新的
一年里（2017 年），中央及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的
实施情况又是如何？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研究院在京发布“新时代慈善
事业进程与展望———中国《慈善
法》2017 年实施报告”（以下简称

“实施报告”）。 并从普法、执法、
司法等多个层面分析了 2017 年
《慈善法》的实施情况。

北京慈善组织数量居首

实施报告显示，自 2016 年 9
月 1 日《慈善法》实施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全国累计登记认定
慈善组织达 3378 家， 已有 27 个
省（区、市）发布地方慈善组织认
定（登记）办法，2017 年广西、山
西、天津、新疆、宁夏、西藏 6 地
新增慈善组织登记认定等工作。

慈善组织集中在东部地区
及较发达省份， 其中北京以 533
家慈善组织居首位，占全国慈善
组织总量的 15.8%；广东、湖南以
335 家、268 家分列二、三位。

2017 年，各层级、各类别登
记认定工作都有所推进，其中省
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认定组织

数量约占总量七成、基金会类组
织数量约占总量八成， 市、县
（区） 级民政部门登记认定比例
由 2016 年 的 16.1% 上 升 到
29.1%，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
类慈善组织比例则分别由 10.3%
和 2.7%上升到 16.2%和 3.8%。

全 国 已 有 42.7%（2702/
6303）的基金会登记认定为慈善
组织，2016 年该比例仅为 9.2%。
在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湖南、
山西和甘肃 7 地，超过六成的基
金会已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且
安徽、 山西和甘肃三地 2017 年
增速较快。

近七成公募组织省级以上
登记

实施报告指出，截至 2017 年
底，3378 家慈善组织中有 816 家
获得公开募捐资格， 共备案超过
2500个募捐活动。 从组织形式上
看，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中约
七成为基金会； 约三成为社会团
体，其中慈善会系统组织占绝对多
数；社会服务机构只有 2 家，分别
为湖北省阳光慈善物资中心和湖
南省岳阳市德馨助残服务中心。

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
组织中，有 73 家在民政部登记，
491 家在省级民政部门登记，二
者合计约占总量的七成。 从地方
工作开展来看，湖南省公募慈善
组织达 141 家，占全省慈善组织
的比例达 52.6%（141/268）。 此
外， 四川和贵州两省也有超过

50%的慈善组织获得公募资格。

12 家互联网募捐平台筹款
近 26 亿

据实施报告统计，2017 年，
民政部指定的 12 家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全年总筹款额超过
25.9 亿元， 其中筹款过亿元的 3
家分别为腾讯公益（16.25 亿元）、
蚂蚁金服（4.87 亿元）和淘宝公
益（2.98 亿元）。 而 2017 年“99 公
益日”期间的总计募款金额超过
13 亿元，是 2016 年“99 公益日”
总计善款金额的 2.16 倍，刷新了
国内互联网募捐纪录。

2017年 7月，民政部出台《慈
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基本管理规范》、《慈善组织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
范》两项运营标准。 在此基础上，
2017年多家平台都进行了升级和
完善， 然而筹款平台依然存在如
展示不具备公募资质的项目、信
息更新不及时等诸多问题。

慈善信息实现一键查询

2017 年 9 月，依据《慈善法》
“信息公开”要求建设的全国慈善
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正
式上线。 慈善组织基本信息及年
报、 慈善项目、 公开募捐方案备
案、 慈善信托等信息实现一键查
询， 有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公益
慈善的了解、参与和监督。 同月，
依据《志愿服务条例》要求，全国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上线， 注册志
愿者人数、志愿服务小时数、志愿
团体数可分省、分领域查询。

行政处罚集中在募捐领域

随着《慈善法》的持续推进，
北京、湖北、河南等地方民政部
门已开始依法规范相关活动和
行为。 慈善募捐是创新较为集中
的领域， 也存在较多违规风险，
2017 年募捐领域的执法案例较
为突出。

当前，违法行为多因相关组
织对募捐领域法律规范的认知
不清所致，不少组织在未取得公
开募捐资格或未进行备案的情
况下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民政部
门在主动发现或经民众举报发

现相关组织的违法行为后，立即
介入调查，并视具体情节依法给
予不同的处罚，执法效果初显。

此外，司法审判实践中《慈
善法》 的适用实现了零的突破。
2017 年司法实践中实际提及《慈
善法》的案件为 5 个，其中 4 件
为民事争议，涉及法律问题与慈
善活动相关性很小，另外一件则
是行政诉讼案件，涉及的争议为
民政部门对于申请设立慈善组
织意见的回复。

2017 年，在慈善事业发展亮
点频现的同时，信息公开、保值
增值、税收优惠等配套机制方面
仍显不足，例如慈善信托委托人
等的税收优惠待遇难以落实，客
观上对慈善信托的健康发展形
成了阻滞。

� � 5 月 27 日，以“不吸烟 我健
康 我时尚”为主题的 2018 年世
界无烟日青少年控烟活动在北
京举行。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中
国青少年吸烟率达 6.9%，尝试吸
烟率高达 19.9%， 多位控烟领域
专家在会上呼吁， 禁烟工作要

“从娃娃抓起”。

中国青少年吸烟率为 6.9%

此次活动是在国家卫生健
康委宣传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司支持下，由中国控制
吸烟协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在北京十一学校举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副
司长李浓在会上表示，自《WHO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
以来，中国的控烟履约工作取得
了积极进展， 全国已有 18 个城
市颁布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
地方性法规。

此外，教育部两次印发控烟
文件，要求全国大中小学校创建
无烟学校，有力地推动了学校控
烟工作开展。 控烟宣传教育工作
不断深入，营造了支持控烟的良
好社会环境。

但她强调，中国控烟履约工作

仍面临着一些挑战，成人吸烟率仍
处于较高水平， 距《“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到 2030
年，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低于到
20%”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吸
烟率为 6.9% ， 尝试吸烟率为
19.9%，还有 1.8 亿儿童遭受二手
烟的危害。 这一情况尤其应该引
起我们的注意。 ”李浓强调。

李浓认为，青少年时期是健
康行为和生活方式形成的关键
时期，这一时期，养成的习惯将
伴随一生。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
青少年控烟工作，坚持“大卫生、
大健康”理念和“把健康融入所
有政策”方针，坚持“政府主导、
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工
作模式，政府、学校、家庭和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制定控烟政策，
建设控烟支持性环境，加强控烟
健康教育，营造有利于青少年控
烟的社会氛围。

过半每日吸烟者 20 岁以
前开始吸烟

“中国一半以上的每日吸烟
者在 20岁以前开始吸烟。大部分
青少年吸烟者步入成年后会继续

吸烟，难以戒断，且开始吸烟时的
年龄越小， 成年后的吸烟量就越
大，烟草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 ”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吴敬在
会上表示， 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青
少年吸烟， 是遏制烟草流行和减
少烟草危害的关键措施。

吴敬还强调，不吸烟者暴露于
二手烟同样会增加多种吸烟相关
疾病的发病风险。儿童暴露于二手
烟会导致呼吸道感染、 支气管哮
喘、肺功能下降、急性中耳炎、复发
性中耳炎及慢性中耳积液等疾病。
儿童暴露于二手烟还会导致多种
儿童癌症， 加重哮喘患儿的病情，
影响哮喘的治疗效果。

“二手烟暴露没有所谓安全
水平，唯一能够有效避免非吸烟
者遭受二手烟危害的方法是室
内环境完全禁烟。 ”吴敬强调。

此外，在吴敬看来，三手烟
的危害也不容忽视。

他解释称，三手烟是指吸烟
者吸烟后残留在衣服、 墙壁、地
毯、家具、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
烟草烟残留物。 三手烟在室内存
留的时间很长，即使烟雾微粒很
低，依然可能损害身体健康。 家
人戒烟才是避免三手烟危害最
有效的手段。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廖
文科认为， 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
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教育、
卫生、新闻宣传、广播电视、工商
管理及控烟专业机构各负其责，
切实把责任担当起来， 从不同的
角度，整体推进青少年控烟工作。

他同时强调，加强青少年控
烟工作必须创新教育方法和技
术，丰富教育渠道和手段，多用
青少年学生听得到、 听得懂、听
得进的途径和方法普及控烟知
识，不能满足于在内容和形式上
做了宣传教育， 要在针对性、有
效性上下功夫，真正让烟草危害
健康的知识和理念植入人心。

青少年志愿者加入控烟队伍

此次活动上，“全国青少年
控烟志愿者联盟”全国招募活动
也正式启动。

据介绍， 从 2016 年开始，中
国控制吸烟协会青少年控烟专业
委员会试点建立青少年志愿者团
队， 通过志愿者联盟组织开展控
烟活动， 让学生成为控烟活动的
主体，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肯定。

为推动青少年控烟志愿者
联盟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活动，中

国控制吸烟协会于 2018 年在中
国志愿服务网注册了“全国青少
年控烟志愿者联盟”， 号召志愿
者联盟各理事单位在世界无烟日
期间同步开展全国青少年控烟志
愿者活动， 并在世界无烟日前启
动全国青少年控烟志愿者联盟招
募活动， 呼吁更多的青少年加入

“全国青少年控烟志愿者联盟”。
今后，中国控制吸烟协会青

少年控烟专业委员会将对各地
志愿者活动给予专业指导和技
术支持，为志愿者联盟提供控烟
知识培训，协助志愿者联盟开展
形式多样的控烟活动，并利用联
盟平台对各地开展的控烟活动
进行推广和宣传。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官
员孙佳妮在活动上强调， 中国烟
民占全球烟民的 1/3，全世界减少
烟民的希望寄托于中国， 中国减
少烟民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
上，中国的控烟做好了，不仅保护
了国民的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也是对全世界的巨大贡献。

她表示，期待今后有更多的
青少年加入控烟队伍，为中国乃
至全世界控烟队伍增加新生力
量，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

（据中国新闻网）

中国青少年吸烟率达 6.9% 1.8 亿儿童受二手烟危害

� � 慈善中国网站显示，截至 2018 年 5 月 28 日 12 时，慈善组织已
经达到 4226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