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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河北景县村民称抗疫捐款未公示去向
回应：村干部公布不及时

8 月 24 日，河北省衡水市景
县梁集镇大张庄村村民反映，今
年 2 月份由村干部组织，发起了
为抗击疫情捐款的活动，村民积
极响应并捐款。 村干部告知村民
将善款送至梁集镇政府， 然而 ，
当地政府及红十字会网站未公
示抗击疫情捐款去向。

反映该情况的村民告诉记
者， 大张庄村为抗击疫情捐款发
生在今年 2 月 17 日左右，当时村
里通过广播及在微信群内发通
知，号召大家捐款。 “村民都挺踊
跃的，有去村党支部捐的现钱，也
有通过微信转给村干部。 然后村
干部说是登记造册后送到镇里
去，由镇上统一安排这个事。 ”

“我们村里总共捐了有个七
八千， 孩子把压岁钱都有拿出来
给捐的。 ”这位村民说。 梁集镇政
府办公室秘书表示， 镇上收到村
里捐款后，去向分了三种情况，一
种是捐到武汉，一个是捐到政府，
有的捐到村里。 而景县红十字会
一工作人员表示，通过查询，未查
到今年二月份梁集镇下属村庄有
为抗击疫情捐款的信息。

村民：始终没查到

该村民表示，后来看到隔壁
的武邑县红十字会在网上公布
了接受疫情防控捐款情况，“其
中明确写了某某村委会捐了多
少钱，某企业捐了多少钱，定向
捐给武汉或者非定向，但我们这
儿始终查不到。 ”

另一大张庄村村民也证实，
今年 2 月份村里的大喇叭广播，
号召村民为抗疫捐款，村里大部
分人都捐了。 后来有村民说这笔
捐款的使用情况在网上查不到，
大家便对这笔捐款的使用情况
产生了疑问。

记者通过查询发现，网上除了
一份“景县人民医院接收社会捐赠
情况（第一、二批）公示”，并无景县
及其下属乡镇村关于抗疫捐款情
况的公示。而武邑县红十字会分多
批次公布了接受疫情防控捐款情
况， 其中标有捐赠单位（个人）名
称、数量、捐款支出情况等。 村委
会、村民集体捐款也被注明。

景县：镇里收到捐款

张庄村村长张云雷告诉记
者，捐款当时是由乡（镇）里发通
知，村民自愿捐款。 当时村民挺
踊跃，捐了八千来块钱，谁捐了
多少都公示了，之后捐款都交给
梁集镇上去了，具体捐款如何使
用要去问镇上。

该村村民表示，村干部曾在
大张村村民的微信群中，曾发有
村民的捐款明细。

8 月 24 日下午，记者致电梁
集镇政府公开电话，接线的该镇
办公室秘书表示，镇上收到村里
捐款后，去向分了三种情况：“一
种是捐到武汉， 一个是捐到政
府，有的捐到村里。 ”

该办公室秘书称，当时抗疫

捐款，县里没下任务，属于乡镇
自行开展。 与梁集镇相邻村镇也
开展了类似的抗疫捐款活动。

同日，景县政府办工作人员
表示，县政府向所属乡镇未下过
相关要求捐款通知。

红会：未查到捐款信息

8 月 24 日下午，记者致电景
县红十字会，告知接线工作人员
景县梁集镇下属村庄有村民反
映参与抗击疫情捐款，但政府及
红十字会未对捐款去向进行公
示的情况。

8 月 25 日，记者再次致电景
县红十字会，一名办公室工作人
员表示，通过查询，未查到今年
二月份梁集镇下属村庄有为抗
击疫情捐款的信息。

该工作人员表示，景县红十
字会在下面各个乡镇没有办事
机构。 如果单位或个人通过景县
红十字会捐款，该红十字会将开
具相应发票。

“为抗击疫情捐款，人人都
是一片好心，应该公开透明地把
后续使用情况公布出来。 ”反映
上述情况的村民如是说。

梁集：捐至慈善协会

8月 26日， 景县县委宣传部
工作人员向记者发来一份“梁集镇
关于‘河北景县大张庄村村民称当
地组织抗疫捐款未公示去向，当地
红会：未查到捐款信息’等情况说
明”，落款为景县梁集镇人民政府。

该情况说明称，梁集镇向湖北
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捐款，均通过
景县慈善协会账户汇款，并非通过
红十字会，因此，红十字会方面无
法查询显示梁集镇捐款情况。

情况说明称， 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 大张庄村村民积极响应党
委政府号召、踊跃捐款，共募集捐
款 11680 元，根据村民意愿，通过
景县慈善协会向疫情严重地区捐
款 4000 元，并开具相应票据凭证
和捐款证书；向镇政府捐款 3830
元，作为辖区疫情防控资金，由镇
党委政府根据疫情防控实际需
要，统筹调配使用；向村委会捐款
3850元，作为本村疫情防控资金，
用于购买疫情防控必备物资。

村干部说明不及时

捐款物资的管理使用情况方
面。情况说明称，捐款募集过程中，
该村详细登记捐款人姓名和捐款
数额，并及时公布；对募集资金的
使用严格执行捐款用途和使用管
理规定，对通过景县慈善协会捐往
疫情严重地区 4000元， 要求村委
会将相应票据凭证和捐款证书向
村民公布用途；对镇级捐款，由镇
党委政府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统筹
使用，明确 1 名分管副职，严格监
督疫情防控资金管理使用，做到账
目清晰、用途规范；村级疫情防控
资金 3850元，其中，用于购买消毒
液 700元、帐篷 1630元、口罩 860

元、体温计 10 元、大衣 200 元、水
壶 15 元、副食品 50 元、电费 100
元，剩余 285元。以上支出情况，有
详细记录、经手人。

景县梁集镇人民政府在情
况说明中表示，对于村内捐款情
况和村级捐款使用情况村委会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公布，但对于
向疫情严重地区和镇政府捐款
办理情况，比如，票据和证书等，
村干部向村民公布说明不及时，
工作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专家：公示不够周全

对于此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面对疫情这种大灾大
难，村一级组织募款是可以的。 但
虽然公布了村民的捐款明细，而对
捐款去向、 用途没有及时公开，给
老百姓反馈，显然不够周全。

王振耀介绍，2008 年民政部
颁布的《救灾捐赠管理办法》规
定，发放救灾捐赠款物时，应当坚
持民主评议、 登记造册、 张榜公
布、公开发放等程序，做到制度健
全、账目清楚，手续完备，并向社
会公布。《慈善法》也规定，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
计和发布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应当在统一的信息平
台，及时向社会公开慈善信息，并
免费提供慈善信息发布服务。

他表示， 村里都有公开栏，
可以先公布募款数额，并注明交
给了上级政府。 而上级政府，应
该在公告栏或者网上，及时将捐
款的去向公布出来。

“尤其捐款，对老百姓来说
很关心，也很敏感，有关部门应
该对老百姓及时公开捐款的去
向、用途。 ”王振耀如是说。

（据红星新闻）

8月 24日至 25日，一场由从
重庆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重庆市
渝中区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联
合主办的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生活
垃圾分类交流培训会在重庆举
行。来自 27个区县的志愿服务组
织为主的社会组织负责人， 以及
来自党政机关相关部门、 街道社
区、 学校等单位的垃圾分类市级
示范岗相关人员共约 80 人参加
了此次交流培训会。

加强能力培训
提升志愿服务组织能力

在 24 日举行的专题培训会
上，来自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办
公室和市“无废城市”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的专家分别就重庆
市垃圾分类及“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工作的背景、意义、现状和
展望。 专题培训还通过远程视频
的方式，邀请到零废弃联盟政策

主任分享全国的垃圾分类政策
及现状，并以全国各地志愿服务
组织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为例，介
绍了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的
现状和价值。

一名参会的志愿服务组织的
负责人说：“之前一直在网上搜集
资料或者拿份宣传资料， 学了一
点知识就去做宣传， 对为什么做
没有做过多的思考，视野较窄，这
次培训，拓展了视野，对提升我们
专业化提供服务有帮助。 ”

加强交流合作
推动垃圾分类多元化参与

据悉，参加本次会议的除了
三分之二的是社会组织外，还有
三分之一的参会代表来自党政
机关、街道社区、学校等单位，他
们也是 2019 年 8 月份市委宣传
部等 13 个部门授予的市级垃圾
分类志愿服务岗。 在 25 日举行

的经验交流会上，通过实践案例
分享了自重庆本地以及四川成
都、 广东广州等地的近 10 个志
愿服务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和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经验，进一步
为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生活垃圾
分类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议参会
人员来源较多，通过交流，了解
到其他的还有这么多的单位和
志愿服务组织都在参与生活垃
圾分类，并且有的组织有探索了
一些经验，会后会联系志愿服务
组织一起探讨如何携手推动学
校的垃圾分类。

推动“无废”会议
践行“无废城市”理念

在会议现场，没有见到传统
会议上的大型主题喷绘和相关
内容的展板；会议桌上没有摆放
瓶装水，都是参会人员自带的纸
杯；茶歇区提供了开水、桶装水，

和大包装茶叶，没有见到小包装
的袋装茶；在会场门口，还看到
有一个四分类的垃圾分类桶和
垃圾分类的常识。

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重庆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
市， 我们不仅仅要做垃圾分类，
在做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有一些
必要的资源消耗，但是，我们要
打破传统会议提供大量纸质资
料、 使用一次性用品的惯例，更
加注意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
通过‘无废会’的行动，减少会议
资料的印刷、 减少一次性纸杯、
瓶装水的使用，根据需求提供笔
记本和笔，不做大型喷绘和宣传
展板，编制电子会议手册介绍会
议安排，分享志愿服务组织参与
生活垃圾分类的案例，同时还在
会前通知参会人员自带洗漱用
品， 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从
每一个细节践行‘无废城市’的
理念。 ”

联合发出倡议
推动垃圾分类新时尚

重庆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与重
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
心联合 40余个志愿服务组织和垃
圾分类市级志愿服务岗发出倡议，
引导全市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
岗位积极“文明新时尚”生活垃圾
分类主题志愿服务行动，组建垃圾
分类志愿服务队伍、提高志愿者专
业服务能力、科学设置志愿服务岗
位、扎实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导
广大市民群众深刻认识生活垃圾
分类的重要意义，切实掌握生活垃
圾分类的有效办法，真正养成生活
垃圾分类的行为自觉，争做生活垃
圾分类的倡导者、践行者、推广者，
推动重庆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中和“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中发挥
示范作用。 （高文兴）

重庆社会组织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新时尚

梁集镇最新公示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