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石家庄市民政局一领导辱骂社工”事件引起社会热议。 据澎湃新闻报道，8 月 12 日，石家庄报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报
恩社工中心”）联合创始人段非，实名举报市民政局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处处长李彦丰辱骂恐吓社工。 李彦丰称，报恩网（报恩社工中心）涉嫌
“非法募捐”“问题非常严重”“马上就要判刑”，并多次爆粗口。 李彦丰爆粗口的相关录音也在网上被曝出，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舆论一片哗然，但网络的声音，以及媒体的报道似乎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新京报评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民政局官员恐吓辱骂
社工，令“好人”寒心》一文被人民日报、人民网、腾讯网、搜狐网等多家媒体转载，网友的关注点多在于“领导骂人”“社工被辱”等。

民政局官员李彦丰骂人为实，而有着“中国好人”之称的段非及报恩社工中心涉嫌公开募捐是否为虚？ 对此，《公益时报》记者联系到石家庄市民
政局和段非本人就此事进行了解。

� � 从左至右依次为：石家庄民政局向报恩社工中心出具的需提供资料清单、“短信公
文”截图、石家市民政局谢晓艺与段非聊天记录

从左到右依次为石家庄市民政局向报恩社工中心出具的第一、二、三份调查通知书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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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粗口引发社会关注

民政局工作人员调查“非法募捐”反被举报
涉事机构涉嫌非法开展互联网公开募捐

民政局调查方式存疑

报恩网由段非、许利娜二人
创办于 2006 年。 在此基础上，
2016 年 10 月， 二人在石家庄市
民政局注册了石家庄报恩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机构从事青少
年、老年人、残疾人等领域社会
工作服务活动。

今年 5 月 6 日上午，石家庄
市民政执法大队对段非进行约 3
小时的调查询问，期间并未向段
非及报恩社工服务中心出示执
法手续。

5 月 15 日市民政执法大队
通知报恩社工中心去执法大队
领取执法手续，报恩社工中心于
5 月 15 日下午收到了盖章时间
是 5 月 6 日的调查通知书。

段非认为，此举涉嫌程序违
规执法，伪造公文时间，后补调
查通知。 段非表示，公文中没有
明确的立案号、没有约定调查的
时间， 没有执法人员的信息，没
有调查的具体内容，且调查依据
涉嫌未审先判，有罪推定。

5 月 15 日，市民政执法大队
向报恩社工中心出具了一份落
款为“石家庄市民政局综合执法
大队”的“需提供的资料清单”，
要求报恩社工中心于 5 个工作
日内提供以下资料：

一、2016 年成立至今， 石家
庄报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银
行对账单。

二、2016 年 10 月至今，石家
庄报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所有
正式工作人员名单、联系电话及
工作时间。

三、截至目前，报恩网和石
家庄报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
筹集 500 万善款。 提供在组织募

捐活动的名称、募捐金额、资金
账户及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四、募款物资的存放地址。
五、在网上或现场进行的义拍

活动共进行了几次，每次义拍活动
所得金额及资金的存放账户。

六、报恩网建立时间，开始募
捐时间，以石家庄报恩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名义发起募捐的时间。

七、石家庄报恩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现在工作地址及联系电话。

段非认为， 该执法文书中，
缺少明确的调查原因、所调查事
项的法律依据、提交材料的具体
截止时间和执法人员的信息及
联系方式。

6 月 6 日石家庄市民政局给
出的第二份调查通知书中还出
现了名称错误，将“石家庄报恩
社工服务中心”写为“石家庄市
报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 月 14 日，报恩社工中心收
到了民政局出具的第三份调查
通知书，且对前两份调查通知书
未做任何解释。

段非还对这期间发生的“综
合执法大队烟海军向报恩社工
中心下发短信公文”“慈善社工
处谢晓艺以个人身份执法”等不
合理执法现象表示质疑。

石家庄市民政局慈善事业和
社会工作处处长、副调研员等，没
有经过任何调查取证， 直接将他
的机构界定为“非法募捐”，对此，
段非认为， 无论按照《行政许可
法》《公务员法》，还是按照《慈善
法》，都不符合相关法条规定。

段非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他
只向石家庄市民政局提交了合理
执法的部分资料，当记者表示也要
一份资料时段非并未提供，他表示
现在不是自证清白的时候，并声称
自己的机构知法守法，有自己的法

律顾问，不会涉嫌违法。
段非猜测，石家庄市民政局

对报恩社工中心的调查是因李
彦丰个人对“60 敬老餐厅”项目

“眼红”、不满而进行的打压。

民政局不做回应
称“时机未到”

今年 5 月份开始， 报恩社
工中心就“石家庄市民政局相
关工作人员涉嫌违法打击民间
社工组织”“辱骂社工” 为由通
过石家庄市民政局局长信箱举
报 2 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经过政府网站纠错举报 3 次
后， 民政局告知， 如果举报属
实，将会严肃处理。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事发
函要求采访石家庄市民政局，
并致电其下多个部门， 其工作
人员口径一致，均表示“不对媒
体透漏消息”。 石家庄市民政局
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已经对此
事开展相关调查， 报恩社工中
心(公开募款)没有备案，没有批
准，没有经过审批，目前民政局
掌握的资料已经证明该机构涉
嫌非法募捐， 不过公众情绪刚
刚平复，时机尚未成熟，暂不接
受媒体采访。 ”

目前，虽然无法就段非单方
面的质疑就对石家庄市民政局
的执法方式合理合法性做出判
断，但其工作人员以辱骂的方式
展开工作，这显然大大出乎了被
执行方和公众的意料。

报恩社工中心
是否涉嫌非法募捐

此前段非在公开报道中表
示“报恩网已筹集善款 500 余

万元”。
报恩社工中心 2016 年 10 月

在石家庄市民政局注册为民办
非企业单位，但至今并未认定为
慈善组织，按《慈善法》规定不具
备公开募捐资格。 段非曾在此前
的公开报道中表示过，“报恩网
成立 13 年至今筹集善款 500 余
万元”。 但“报恩网”属于网站，并
非社会组织，如以网站名义募捐
确实涉嫌违法。 既然没有公开募
捐资格，500 余万善款究竟以什
么方式筹得？

段非告诉记者：“目前进行
筹款的有‘60 敬老餐厅项目’，因
报恩社工中心本身不具备公募
资质，所以找到了具有公募资质
的爱德基金会合作，善款接收方
也为爱德基金会，目前在腾讯公
益乐捐平台发布筹款信息，并在
民政部备案。 ”

社会组织在没有公募资质
的情况下把筹款项目放在具有
公募资质的组织下去发起是合
法的。 但被问及以往的善款筹集
和使用情况， 段非没有给出回
应。 而记者在报恩网也未查询到
报恩社工中心的财务公示信息。

分站点涉嫌公开募捐

据了解，报恩网在河北省设
有多家分站点，但目前记者只在
网上找到“报恩网宁晋站”，记者
以捐款为由拨通了“报恩网宁晋
站”微信公众号预留负责人的电
话，对方起初没有否认自己是该
站点负责人的身份，他告诉记者
“我们不接受捐款”，后称此号已
经易主，不了解记者之前说的关
于报恩网宁晋站的消息。

名为“报恩网宁晋站”的公
众号在 2018 年 9 月 13 日发表推

文《八月十五前慰问孤寡老人正
在募捐中……》， 此文以中国报
恩网·宁晋站为名， 为河北宁晋
县纪昌庄乡 60 位鳏寡孤独老人
公开募捐，文中将捐款人的姓名
和捐助金额进行公示。

2018 年 12 月 18 日发表的
《中国报恩网·宁晋站年会筹备
中》、《报恩网年会倒计时》 中公
布两次筹款的捐赠明细。 然而，
在本文发出前，该公众号下面的
所有推文已经被删除，并更改公
众号名称为“好人心痛”。

记者联系到报恩网·宁晋站
年会捐款负责人橄榄，她向记者
表示， 她经朋友介绍在报恩网·
宁晋站做志愿者， 年会筹款在
“报恩网宁晋站” 微信公众号以
及名为“报恩宁晋”的微信群、志
愿者朋友圈发布，大家以微信红
包形式把善款发给筹款负责人，
后由筹款负责人统一交给活动
负责人，在收善款后也并没有开
出捐款票据。

因公众号本身的定位是不
特定人群，通过公众号募款实际
性质为“公开募捐”。 宁晋站是众
多分站中的一个，而其他众多分
站是否也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公
开募捐呢？

“中国好人”段非确实获得
过很多荣誉表彰，也做出了有影
响力的项目，帮过很多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但这些加冕并不能证
明段非及所负责的报恩网、报恩
社工中心就是遵纪守法的社会
组织。 做公益行善没错，但一定
要在合法范围内做事助人。

我国在 2016 年颁布实施《慈
善法》以来，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力
度越来越强。 社会组织在敏感的
筹款方面易踩雷区， 切记学习和
遵守相关法律，避免好心办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