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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中，民政局执法人员向

段非出示了报恩网涉嫌违法公
开募捐的一些截图证据，段非均
不承认，称“不清楚、记不住”，并
称执法人员提供的报恩网“我要
捐赠”栏目网络截图是执法人员
制作，无法证明是报恩网所为。

执法大队方面表示，对于 4
月 25 日《石家庄日报》发布的
关于募捐内容的报道， 段非让
执法人员去找该报记者核实，
他只承认报恩社工中心没有取
得公开募捐资格， 并称报恩网
由他一手经营创办， 并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正式备案为报恩
社工中心官网。

5 月 6 日下午， 民政执法人
员持《调查通知书》到报恩社工
中心登记住所 (新石中路 375 号
金石大厦 B 座 1404)， 对报恩社
工中心、报恩网涉嫌非法公开募
捐事宜进行调查，发现报恩社工
中心已经搬离。

5 月 7 日、8 日， 执法人员多
次拨打许利娜电话， 其均不接
听。 8 日，执法人员以短信形式告
知许利娜，限期与执法大队联系
并配合调查，但许利娜一直未有
任何形式的回复。

5 月 13 日，执法大队联系到
段非， 约定 5 月 15 日在民政局
见面。

石家庄市民政局执法大队
负责人告诉记者，5 月 15 日，执
法人员联系段非，并向其送达了
报恩社工中心和报恩网的第一
份调查通知书和需要提供的资
料清单。“下午 5 点 50 分， 段非
来到民政局，但以各种理由拒不
提供相关资料。 ”

5 月 21 日，石家庄市民政局
和执法大队分别收到报恩社工
中心邮寄的《关于对烟海军、宗
海跃的回避申请书》， 其中指责
民政执法人员工作能力低下、未
调查先定性、恶意针对报恩中心
“钓鱼执法”、不排除打击报复的
嫌疑等， 要求两名执法人员回
避。 民政局驳回了该中心的回避
申请。

5 月 28 日，市民政局表示再
次收到报恩社工中心邮寄的《关
于对驳回回避申请决定书的复
议申请书》， 市局向其出具了行
政复议告知书。

6 月 4 日， 执法大队再次向
报恩网、报恩社工中心出具第二

份调查通知书。 执法大队负责人
称第二份调查通知书中确实出
现笔误，在报恩网名称中多写了
一个“市”字，段非以此为由不配
合调查，并称再出具一份调查通
知书便会配合。

执法大队在咨询律师后，于
6 月 14 日出具了第三份调查通
知书，但报恩网、报恩社工中心
仍未配合调查。

石家庄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作为报恩社工中心法人，
许利娜自始至终均未出面，未向
执法大队提供任何有效资料，其
提供的资料为“举报信”、质疑民
政部门不合理执法的材料等。

此前段非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其已向民政部门提供了
他认为的合规的部分资料。 但民
政局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7 月 11 日，石家庄市民政局
因段非及许利娜拒不配合民政
部门监管及调查，将现有线索移
交致石家庄市公安部门。

公布涉嫌违法线索， 公安
部门介入

据石家庄市民政局执法大
队相关负责人透露，在接手“报
恩网、报恩社工中心涉嫌违法公
开募捐”一案后，他们搜集到了
该网站及中心涉嫌违法的部分
线索，包括公开募捐、不合理用
章、变更办公地址未及时向审批
局报备等。

报恩网 2018 年 7 月 20 日发
布“为 2 名脊柱裂女孩筹款 3260

元”公示，其中捐赠公示上盖有
“石家庄报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财务专用章”和“中共石家庄报
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的
印章。

石家庄市民政局方面表示，
该机构所加盖党章为假章。

民政局方面解释称，当时报
恩社工中心只有一名党员，不具
备单独成立党支部的条件，因此
决定批复该中心和石家庄教联
中等专业学校以及石家庄市红
十字会卫生救护培训中心成立
联合党支部。 根据民政部相关规
定， 联合党支部一般不发章，如
确实需要，经过批准后由民政部
门统一制作。

对此，中共石家庄市社会组
织委员会向记者提供了相关证
明，证明报恩社工中心不具备单
独成立党支部条件。

据微信公众号“宾曰语云”
发布的消息，8 月 27 日， 石家庄
市桥西公安局振头派出所正是
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为
由对段非进行了调查。《公益时
报》记者正在联系当地警方对此
进行确认。

5 月 6 日下午， 执法人员持
《调查通知书》 到报恩社工中心
登记住所 (新石中路 375 号金石
大厦 B 座 1404)， 对报恩社工中
心、报恩网非法组织募捐情况进
行调查，发现报恩社工中心已经
搬离。

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称，起
初，在该地办公的“河北海峰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试图

为其隐瞒真相，谎称是报恩社工
中心。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后，该工作人员即刻表示这里已
经不是报恩社工中心，并主动给
报恩社工中心打电话，称市民政
局执法人员来检查， 让他们来
人，报恩社工中心称“要开会”就
挂掉了电话。 经了解，报恩社工
中心于 2018 年底就已搬走。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团体
的登记事项、 备案事项需要变
更的， 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
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变更
备案。 执法大队方面表示，报恩
社工中心变更办公地址不仅没
有申请变更登记， 还故意隐瞒
搬走事实。

此外，据石家庄工程职业学
院提供的“中国报恩网捐赠收
据”及“捐赠活动操作方案”，中
国报恩网曾收到捐款 8719.6 元，
收据盖有“石家庄报恩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印章。 该份收据抬头
为中国报恩网，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24 日，但据此前交代，报恩网
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才正式成为
报恩社工服务中心官网。

除此之外，石家庄市民政局
执法大队还向记者提供了多份
其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线索。

石家庄民政局关于疑点回应

关于此前段非及媒体提出
的众多疑点，石家庄市民政局方
面也作出了回应。

关于“执法没有文件说明”。
民政局方面回应称，当时约谈段
非是民政部门行使监督管理的
职责， 并未上升到执法层面，所
以不存在文字说明，报恩网法人
有义务说明情况，接受监督。

关于“出具三份调查通知
书”。 执法大队称，出具第一份调
查通知书后报恩网、报恩社工中
心没有任何回应，故出具了第二
份通知。 第二份调查通知书确实
出现文字错误，将“石家庄报恩
社会工作中心”误写为“石家庄
市报恩社会工作中心”， 执法大
队咨询律师后重新出具了第三
份调查通知书，并表示“多次下
发调查通知书实为职责所在”。

关于“官员辱骂社工未做回
应”。 民政局方面称已对骂人工
作人员作出相应处分。

关于“迟迟不给报恩社工中
心做年检”。 民政局方面称，报恩
社工中心于 5 月底向民政局递
交年检材料，根据《民办非企业
单位年度检查办法》 第五条、第
六条规定，6 月 17 日民政局出具
“关于石家庄报恩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补充年检材料的通知”，要
求该单位提供相关材料，其工作
人员(段非)已领取通知，但至今
未提供所需材料。

报恩网、 报恩社工中心暂
未回应

此前，《公益时报》记者曾就
“石家庄民政局官员骂人” 一事
采访段非， 段非接受了采访，并
向记者提供了多条关于“官员骂
人”、“不合理执法”的“证据”。

8 月 28 日，记者从石家庄市
民政局方面了解相关情况后，为
确认某些涉嫌违法公开募捐的
线索是否属实，记者多次致电段
非，但均未得到回应。 随后，记者
拨通报恩网办公室电话后，其工
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该说的都
说了，已经无话可说”。 当记者问
起负责人段非时，工作人员称试
着帮记者联系，但至今仍未得到
回应。

根据报恩网变更后的地址
(石家庄市裕华区富强大街槐底
二区 16 号楼 1 单元 2303 室)，记
者辗转找到了其办公所在地，但
并无人应答。

截至记者发稿时，报恩网已
无法打开。

中国报恩网微信群义拍截图报恩网宁晋站正式启动，300 亩“报恩网爱心农场”暖心起航，善款公示截图

中共石家庄市社会组织委员会提供的证明报恩网一份捐赠公示上盖有“中共石家庄报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的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