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 月 15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分组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分组审议时普遍认为， 报告紧扣法律条文和慈善事业特点，对
慈善法贯彻实施情况取得的成效评价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问题的分析深入透彻，提出的意见
建议也非常有针对性。

报告指出，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发展晚、底子薄、规模小
和各方面原因，目前还存在促进措施落实不到位不彻底、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等突出问题。
对此，与会人员建议，通过完善配套法规政策、转变政府职能等方式，有针对性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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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尽快完善配套法规政策

让慈善事业促进措施落实到位

修法规范网络慈善行为

报告指出， 部分法律制度
在细化为具体政策、 转化为慈
善促进措施的过程中， 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 对此，一些委员指
出， 应当尽快完善配套法规政
策， 解决促进措施落实不到位
不彻底的问题。

李锐委员建议，尽快出台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即慈善组
织登记认定实施细则，明确公益
性社会组织认定为慈善组织的
标准。 在所得税、流转税、财产税
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公益慈善
组织税收减免、先征后返、税率
优惠等政策支持，调动公益性社
会组织特别是社会团体和民办
非企业单位申请认定的积极性。

陈文华委员说，慈善领域突

发事件应对机制急需建立、慈善
捐赠统计的口径不完整，是慈善
法实施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建议
进一步修改完善慈善法及配套
法规加以解决：一方面，在国家
层面推动出台慈善力量参与重
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条例，完善慈
善应急的预案，细化相关的应急
措施。 另一方面，推动全面使用
电子捐赠票据，在慈善法当中明
确其法律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建
立覆盖全社会的慈善捐赠统计
制度。

报告显示，互联网衍生的慈
善新挑战是慈善法实施中的一
个突出问题。 对此，李钺锋委员
指出，目前看，互联网募捐还处
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互联网募捐
的法律制度建设不健全、互联网
募捐体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较
为突出，有待进一步规范。 对此，

建议围绕互联网慈善发展情况，
开展专项调研，适时修改完善相
关法律规定，为互联网慈善事业
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完善税收优惠捐赠制度

报告显示，慈善组织获得政
府购买服务的机会较少，且没有
享受特殊税收优惠。 对此，一些
委员提出，应进一步完善税收优
惠捐赠制度，推动相关税收优惠
制度的落实。

陈斯喜委员说， 慈善法专门
确立了“促进措施”专章，但相关
政策不到位， 特别是税收优惠政
策不到位， 影响了慈善事业发展
的积极性。 现在直接捐款的税收
政策相对到位， 但间接捐款的扶
持政策还不完善，应当加以重视。

杨志今委员建议，在报告中

增加完善慈善机制，特别是税收
优惠制度的内容。 慈悲之心、同
情之心、利他主义，是慈善行为
的动机，但是，让慈善行为成为
普遍、可持续的行为习惯，则需
要国家提供税收优惠的制度激
励。 可以考虑在完善捐赠税收优
惠制度时，让捐赠额度不大的捐
赠者也能够得到更大的税收优
惠， 以进一步扩大慈善者数量，
让人人成为慈善行为的主体。

吕世明委员说， 目前来看，
对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力
度还不够，对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的优惠区别不大，反映出目前的
优惠政策制定的思路还停留在
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时代。 应根据
慈善法的要求，给慈善组织更加
优惠的政策，奖励和支持社会组
织申请成为慈善组织。

加强监管同时改善服务

报告指出，监管不足与监管
过度并存，是慈善法实施中存在
的一个突出问题。 如何在加强监
督力度的同时避免监管过度，成
为一些委员关注的焦点。

杜小光委员建议，加强慈善
监管，促进慈善活动规范化。 民
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慈善活动的
监督管理工作，制定监督管理的
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慈善组织年

检制度和评估制度，加强对慈善
组织募捐活动、财产管理、信息
公开等内容的日常监督检查，健
全完善重大慈善项目专项检查
制度、慈善组织及负责人信用记
录制度。 财政、税务部门应当依
法对慈善组织、慈善信托的财务
会计、享受税收优惠和使用公益
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情况进行监
督管理。

郑功成委员说，要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 政府
不仅要倡导人们行善，还要帮助
人们行善。 对慈善事业的监管不
能等于管控，而要有效服务。 因
此， 主管部门怎样更好转换职
能， 尽快改进监管过度的问题，
为慈善组织和行善者提供更大
的支持、更高的认同和更方便的
服务，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一个
很重要的条件。

吴恒委员说，推进全社会慈
善事业发展，充分将中华文化的
乐善好施理念在新时代发扬光
大，需要主流媒体加大关于慈善
行为、慈善法的正面宣传。 民政
部、慈善总会在看到、听到一些
关于慈善行为、慈善组织者的负
面报道时，要敢于发声、及时发
声， 对于不实之词要及时纠偏，
对于属实的要公开表态并责令
限时整改或者取缔。

（据《法治日报》）

近日，为更好地了解《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实施情况，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受全国
人大有关机构委托， 就慈善法中
与公众关系密切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问卷调查。 这项调查在中国青
年报社全媒体平台展开， 调查从
2020 年 8 月 9 日 19 时 40 开始，
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 22 时截止。
共回收有效样本 5039个。

调查显示，87.0%的受访者表
示，曾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过现
金或实物。62.0%的受访者参加过
不同类型的慈善服务活动。 受访
者对于慈善法的知晓程度还有
待提升，83.0%的受访者表示对慈
善法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

87.0%受访者曾为公益慈
善事业捐赠过现金或实物

10 月 15 日， 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听取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
报告。 报告指出，慈善法的实施
促进了公众慈善意识普及。

在本次调查中，87.0%的受访
者表示，曾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
过现金或实物。

62.0%的受访者参加过不同
类型的慈善服务活动。其中，6.0%

的受访者经常参加公益慈善组
织召集的志愿服务活动，25.2%的
受访者偶尔参加，30.8%的受访者
虽未参加过公益慈善组织召集
的志愿服务活动，但参加过单位
或者社区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

一名来自湖南的 90 后留言，
自己在大学期间参与了公益组
织的活动，非常认同做慈善是一
件好事。

虽然公众的慈善意识在提
高，但公众对慈善法的认知和了
解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调查显示，65.3%的受访者不
知道慈善法，83.0%的受访者表示
对慈善法不太了解或者完全不
了解。 交互分析发现，00 后受访
者知道慈善法的比例更高，博士
受访者了解慈善法的比例更高。

一名来自江苏的 70 后留言，
自己虽然知道有慈善法这部法
律，但并不太了解内容，觉得目
前法律宣传还不够到位。

“感觉没有很好地利用互联网
做宣传。 ”一名来自天津的 90后觉
得慈善法的普及宣传还不够，她希
望可以多利用互联网渠道，让大家
以更简单的方式参与其中。

“慈善法的知晓度不高，可能
与这部法律和普通大众日常生活
联系没那么紧密有关。 ”北京大学
社会学博士、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章高荣认为， 提高慈善
法的普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
行，对于相关专业从业人员而言，
可以通过加强培训来实现。 对于
公众来说， 可以结合一些特殊时
点来进行普法宣传。“如果一个普
通人只是偶尔捐个款， 可能不太
会特别关注这部法律。 如果可以
提升慈善行业在社会中的作用，
增强与个人生活的相关性， 那么
随着慈善组织的发展， 公众越来
越多地参与到慈善中， 他们对慈
善法的了解也会增强”。

如何应对互联网衍生的慈
善新挑战？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报告表示，慈善法对以网络为平
台和媒介进行的募捐、捐赠和宣
传进行了规范，主要是将网络与
广播、电视、报刊、电信并列作为
一种信息传输渠道，没有将其作
为一种支付场所和生活场景，对
新问题的规范不足。

2016 年以来民政部先后两
批遴选指定共 20 家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为慈善组织提供募捐
信息发布服务。 网络筹款已成为
公开募捐的主要途径。 有慈善组
织反映，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对慈善项目的执行成本、管理
费用等要求比法律法规更加严
格，限制了募捐渠道；个别互联
网平台收取委托费用且比例过
高，影响了实际筹款效果。

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为公众
参与慈善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
的渠道， 但也出现了许多新挑
战。 在调查中，不少受访者留言
提及了互联网慈善的相关问题。

一名来自江苏的 90 后留言，
她觉得虽然互联网提高了慈善
的效率， 但如果信息透明度降
低，则会影响慈善的公信力。

一名来自河北省的 90 后感
觉， 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捐款，存
在着去向不明的问题。

山西省一名 90 后建议，完善
慈善法对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
的指导作用。

一名来自广东的 90后希望，可
以对互联网的公益项目有更加严格
的审核、事后跟进和反馈机制。

目前互联网平台上的个人
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不在慈善
法规制范围，但是互联网平台个
人求助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影响
了公众对于慈善事业的评价。

对此，章高荣表示，可以通
过互联网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
来进行规范。“个人募款行为，本
身不属于慈善法定义的内容。 但
现在网络平台上个人募款非常
普遍”。 他认为，慈善组织可以将
个人求助纳入到自己的工作范
围内， 从而规范个人网络求助，
同时也可以引导公众，通过慈善
组织完成个人求助。“对于慈善
组织来说，需要对求助信息进行
审核，同时整个流程也要符合慈
善法的规范。 通过这样的方式可
以让个人求助更为规范，创造一
个更好的生态环境。 公众在参与
时也可以减少对信息失真、善款
使用去处等方面的顾虑”。

（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慈善法实施情况调查：
超八成受访者不了解慈善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