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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要依法规范公益慈善捐赠活动
� � 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社会
各界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守望
相助。 但在捐赠款物的接收和分
配工作中，存在一些不透明不规
范甚至违规的行为，受到社会公
众质疑。 那么，法律是如何规范
公益慈善捐赠活动的？ 对此，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
主任郭林茂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郭林茂说，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全国各地向疫情严重地
区捐赠了大量财物，充分体现了
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
优秀美德和文化传统。 许多国家
和地区也对中国政府和人民阻
击疫情给予大力支持。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要依法规范捐赠、受
赠行为，确保受赠财物全部及时
用于疫情防控。 我们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 关于
公益慈善捐赠活动，我国《公益
事业捐赠法》《慈善法》《红十字
会法》等法律分别从不同方面作
了比较明确具体的规定，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鼓励捐赠。 有关法律不

仅对公益慈善捐赠作了倡导性
鼓励，还规定，对公益慈善捐赠
有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由人民政府或者有关
部门予以表彰；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捐赠财物用于公益慈
善活动的， 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依法免征权利转让的相关行政
事业性费用。

二是公开透明。 公益慈善捐
赠财物属于善财善物，一分钱一
件物品都应当公开。 法律规定，
受赠人应当将接受捐赠财物的
情况以及受赠财物的使用、管理
情况，采取不同方式真实、完整、
及时公开信息。

三是及时高效。 公益慈善捐
赠财物许多都有特定的紧急用
途，应该快速配送。 比如，公益事
业捐赠法规定，对于接受的救助
灾害的捐赠财产，应当及时用于
救助活动。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
织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充

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
四是公平合理。 公益慈善财

物属于特定公共产品，应当坚持
公平合理的原则分配和使用，不
得擅自改变捐赠财物的用途。 如
何做到公平合理， 按照法律规
定： 一是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二
是按照受赠人与捐赠人订立的
捐赠协议执行；三是不得指定利
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

五是接受监督。 按照法律的
规定，对公益慈善捐赠财物的监
督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政府
监督。 比如，《慈善法》规定，民政
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对慈善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红十字会法
规定，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及
其使用情况，依法接受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的监督。 二是社会监
督。 比如，《慈善法》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发现慈善组织有违法
行为的，可以向民政部门、其他
有关部门或者慈善行业组织投
诉；国家鼓励公众、媒体对慈善
活动进行监督。 红十字会法规

定，红十字会应当建立健全信息
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六是依法追责。 在公益慈善
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规定的法
律责任分不同情况大致有四个
方面：行政处分、行政处罚、承担
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
是对私分、挪用、截留、侵占捐赠
财物等行为，更要依法严惩。

郭林茂表示，依法治国要求
把国家各项事业纳入法治轨道，
更需要全社会都要依法行事。 所

以，具有慈心善行的捐赠人要合
法捐赠， 捐赠物品要符合安全、
卫生、环保等标准，信守诺言；红
十字会、各类慈善组织要依法及
时高效、 公平合理分配受赠款
物，无愧捐赠人，无愧受益人；政
府有关部门要对捐赠款物使用
情况依法严格监督， 对党负责，
对人民负责。 同时，也欢迎全社
会对公益慈善捐赠活动进行监
督，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作一份贡献。

（据中国人大网）

近日， 有一些不法分子趁
机散播谣言、 借疫情名义实施
诈骗， 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落入
了圈套！

1 月 28 日， 广东潮州警方
在腾讯守护者计划团队的协
助下破获了利用肺炎疫情发
布虚假口罩广告实施诈骗的
案件。骗子在网上发布信息，谎
称囤有大量 N95 口罩，因受害
人关心疫情，便向其付费购买。
当收到转账后，骗子便将受害
人拉黑。

在此也提醒大家， 在网上
购买医用口罩、酒精、消毒水等
防疫用品，请到正规购物网站，
提到汇款、转账、提供验证码等
信息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旦
被骗， 要及时拨打 110 或者到
就近公安机关报案。

除了上述所说的案件外，
还有一些由疫情衍生出的非法
牟利的骗局和蓄意制造恐慌情
绪的谣言， 以下几种陷阱大家
千万要留心！

一、虚假信息造谣
“蹭热点”一直是不法分子

的“强项”，利用民众关注的新
闻造谣生事从而牟利。 当前，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的各种
假新闻、 谣言等信息就不断出
现，不仅加剧了民众的恐慌，还
可能“借题发挥”侵害民众的财
产安全。

下面这些信息都是假的，
全是谣言！

1. 喝板蓝根和熏醋可以预
防新型冠状病毒。

2.吸烟能预防病毒感染、盐
水漱口防病毒。

3. 燃放烟花能遏制呼吸道
疾病的流行。

4.口罩正确戴法：感冒时有
颜色的朝外，没感冒反过来。

5. 吃抗生素能预防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

警方提醒： 在面对未经确
认、非权威媒体发出的消息时，
一定要保持警惕 ，勿信 、勿传 。
同时， 腾讯新闻较真平台对最
全最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进行
7×24 小时实时辟谣科普 ，朋友
们也可以通过较真平台来探查
新闻真相。

二、退改签诈骗
春节前后，是使用火车、高

铁、飞机等交通工具的高峰期，
而犯罪分子也常会利用这一节
点行骗。 尤其是近日，多家航空
公司、 旅行平台针对此次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都
发布了应急预案和退改签办
法。 消息一出， 骗子就趁此添
乱，利用疫情打着“退改签”的
幌子设计了新骗局。

警方提醒： 不要点击陌生
号码发来的陌生网址或网页
等， 不在不明来源的网页里填
写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银
行卡信息； 遇到机票退改签信
息时， 第一时间与官方客服进
行核实确认。

三、推销假药行骗
疫情当头， 大家都迫切的

希望能够出现可以治愈或防范
疾病的药品， 而这一心态就被

骗子所利用。 不法分子可能假
冒政府部门或防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部门给你所在单位打电
话，推销假冒的防疫情药品；或
者假冒药物研究（医疗）机构的
名义， 于网络上推广所谓防疫
情“新药”；甚至用假冒伪劣药
品贴上外文标签， 冒充国外研
制的新药，故弄玄虚。

警方提醒： 国家相关机构
针对疫情研发的所有药品均会
通过官方渠道公布， 不可能私
下联系我们。 因此大家记得要
时刻关注权威报道， 面对打着
“推销药品 ”旗号的骗子 ，在未
核实其真伪前，绝不相信。

四、假“献爱心”
不少人都希望为抵抗疫情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但没想
到， 我们的爱心也可能被不法
分子所利用。 一些骗子通过网
络、通讯工具等多种方式，冒用
红十字会或民政等部门的名
义， 向用户发送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献爱心” 的虚假信
息， 利用群众的同情心理进行
诈骗。

警方提醒： 爱心捐助要认
准正规捐赠渠道， 依据 《慈善
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在民政部
门登记的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和全国各级红十字
会，可依法有序开展公开募捐。
慈善组织及公开募捐备案信
息， 可通过全国慈善信息公开
平台、 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
微信查询。

（据公安部刑侦局）

� � 2020 年 2 月 3 日，有群众向
浙江省民政厅举报，有一家杭州
的网络科技公司，通过公司旗下
APP 产品以支援武汉的名义违
法进行公开募捐活动。 浙江省民
政厅高度重视，根据民政部印发
的《公开募捐违法案件管辖规定
（试行）》的要求，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第一时间转交杭州市余杭
区民政局办理。

2 月 4 日， 余杭区民政局与
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接，开
展联合执法。 经核查，在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该公司通过旗下
APP 平台开展公开募捐活动，从
1 月 31 日 14 时至 2 月 4 日 19
时，共募得资金 80.67 万元，其中
APP 会员通过在线支付捐赠 58
万余元，公司通过调整返利规则
捐赠用户消费返利 22 万余元。

该公司作为营利性企业，不
属于慈善组织，没有公开募捐资
格，开展网络公开募捐活动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
规定。 余杭区民政局对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进行了慈善法普法教
育，并责令该公司：一是立即到
当地派出所说明相关情况；二是
根据《慈善法》第 101 条的规定，
立即停止公开募捐活动；三是根
据《慈善法》第 101 条的规定，将
所募集到的资金退还给捐赠人，

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
缴，转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
目的。

2 月 4 日 19 时，该公司终止
了网络公开募捐活动， 并通过
APP 平台发出停止募捐的公告。
将会员通过在线支付捐赠的 58
万余元于 2 月 5 日 17 时前按原
路全部退回，平台官方捐款的 22
万余元按原订单返利返还给对
应的消费者。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本
意是想为支援武汉疫情防控工
作做点事情，于是通过公司旗下
APP 平台进行了公开募捐活动，
拟将善款全部捐赠给武汉市红
十字会， 用于一线医务工作者；
通过这次情况的处理，清楚地意
识到，要深入学法用法，才能把
好事做好。

浙江省民政系统积极履职尽
责，通过政策制定、加强监管、信
息公开等方式，切实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慈善募捐、慈善捐赠规范
管理，依法开展违法违规行为查
处， 同时注重发挥新闻媒体、公
众的监督作用，及时公布执法信
息、曝光违法行为，发动社会力
量共同维护疫情防控秩序。 据了
解，这是浙江省民政系统在疫情
防控期间查处的首起违法公开
募捐案件。 （据浙江新闻）

� � 要警惕不法分子打着“慈善会”、“募捐”等名义利用人们的同情
心实施诈骗

口罩没到货，小心是骗局！
严打涉疫情网络诈骗

浙江依法查处首起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违法公开募捐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