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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月17日， 杭州市慈善总会与杭州互联网公证处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加强慈善事业

法律保障、探索慈善事业多元化、建设慈善事业数字化以及
开展慈善创新理论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

提到公证，大家一般能想到的是在合同、继承、委托、声
明、赠予、遗嘱、财产分割、招标投标、拍卖、彩票开奖等事项
中会见到或者需要，在慈善领域却占比不高。

那么， 杭州市慈善总会与杭州互联网公证处为什么要
进行这样的合作？他们具体要做什么？慈善 +公证又会碰撞
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慈善+公证可以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为了满足当事人的捐赠需求

“我们在执业过程中，其实
经常会跟慈善发生一些接触，引
发我们对慈善的关注和思考。 ”
谈到慈善和公证的关系，杭州互
联网公证处主任徐小蔚表示。

据徐小蔚介绍，十多年前他
在办理一份遗产手续的时候，当
事人就提出要把房子捐出去，希
望公证处能够帮忙实现愿望。

随着财产形态的变化，与财
产有关的公证事项越来越多。 从
以存款为主到以不动产为主，再
到虚拟财产的出现，新的问题不
断产生，新的捐赠需求也在不断
出现。

“我就碰到一个打游戏的，
他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他就提出今后万一
出现意外，能不能把装备捐出去
做点好事。 ”徐小蔚谈道。

慈善法明确规定，捐赠财产
包括货币、实物、房屋、有价证
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
形财产。

“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当事人
发出这样的需求，在慈善多元化
的时代，公证机构完全可以成为
慈善的入口端。 ”徐小蔚强调。

解决慈善事业的实际问题

在公证机构不断接到当事
人需求的同时，慈善领域也开始
遇到种种新的问题。

据媒体报道，1 月 21 日，在
上海市政协“加快建设高水平人
才高地，激发更加澎湃的创新创
业活力”专题会议上，市政协委
员、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潘江雪表示，基金会被一位
102 岁的老人的愿望难住了。

老人想把她的 57 套珠宝捐
出来，通过拍卖变成善款，并希望
看到善款被有效地花出去。 而要
实现这一愿望， 捐赠需要公证人
员见证，后续还有清点、保管、清
洗、估价、拍卖、善款执行、反馈等
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从去年到
现在，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元化
捐赠形态正在逐渐形成，慈善信
托兴起， 企业开始捐赠技术、股
票， 社会大众关注到遗产捐赠，
遗产类型包括不动产、虚拟有价

物品等。 面对业务内容转变的情
况，除了向业务主管部门报备等
传统方式之外，更加需要新的手
段使新的捐赠内容合法化、合理
化，符合现行相关的管理制度和
机构自身章程。 ”杭州市慈善总
会专职副秘书长陈媚强调。

作为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
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
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
的活动，公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
途径。

以创新方法介入慈善捐赠

基于现实需求，杭州互联网
公证处 2020 年在“慈善+公证”
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

2020 年 2 月 29 日 14 时 50
分 7 秒，杭州互联网公证处接到
趣链区块链节点新增存证事务
验证申请。 北京某基金会捐赠紧
缺物资 225 万片消毒片， 并存
证到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参与建
设及提供服务的“善踪”平台。 数
秒之后，受赠方雄安新区某社会
服务中心便收到了来自杭州互
联网公证处出具的存证证明。

据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家事
中心副秘书长陈保君介绍，这份
PDF 形式的文件上面记录着申
请时间、存证账户、存证主体和
交易哈希值等关键信息。

近年来，因为去中心化和不
可篡改的特性，区块链在慈善领
域颇受关注，被视为实现信息公
开透明的重要手段。 那么，已经
上链的捐赠信息为什么还要进
行公证呢？

徐小蔚表示，区块链作为一
种新的技术，是一种信任和共识
机制，但技术好不好公众很难直
接了解和感受到，因此需要一个
可视化和可感知的过程。

杭州互联网公证处根据储
存在区块链节点中的信息生成
的捐赠电子存证证明，用户可自
行下载展示，这就为社会各界提
供了全流程公开可查、 可追溯、
可反馈的监管途径。

慈善捐赠的透明度和捐赠
款物的流向等问题一直是慈善
行业面临的难题和饱受公众质
疑的痛点，提升社会对慈善事业
的信任度并不容易。

“公证是传递信任的一种重
要方式。 ”徐小蔚强调，公证是依

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
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
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在新
生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公证可以
起到增信的作用。 例如，如果微
信记录是涉及纠纷的重要证据，
很多人会选择主动进行公证固
定，以免证据灭失无法举证。

对于点对点捐赠的用户来
说，杭州互联网公证处作为中立
客观的第三方法律服务机构，既
可以为双方的捐赠约定赋能增
信，而且通过其服务将来还可以
为税务等部门提供更为权威的
法律证明。

以前述存证证明为例，当某
一环节出现问题或产生纠纷时，
该凭证可作为证明材料之一便
于后续申请公证书，而公证书可
以作为提交到法院的证据使用，
解决捐赠引发的法律纠纷。

截至目前，杭州互联网公证
处在“善踪”平台上的服务已有
600 余件， 这一创新做法近期被
评为 2020 年中国公证十大典型
案例。

从个案到模式探索

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公证
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但要真
正发挥作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
克服。

首先，慈善活动越来越多元
化，捐赠的财产形态也在不断扩
展。 不论是捐赠、遗嘱还是信托、
意定监护等涉及到公证的时候
如何操作，目前还没有清晰具体
路径。

以房产捐赠为例。“财产是
否清白，如何处置房产，每一个
处置办法存在哪些风险，需要为
捐赠人做哪些事情，对于机构来
说，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
陈媚表示。

其次， 在慈善+公证的合作

中涉及大量的法律问题。 例如，
民法典实施后慈善活动要如何
开展才能合法，通过遗嘱设立慈
善信托的利益相关方法律关系
如何处理，线上活动各方权责如
何定位等。

再次，互联网时代，慈善事
业的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 这一
过程中资源如何整合、产品如何
设计、 评价鼓励体系如何搭建，
以及技术、合规、监管等问题都
有待解决。

“所有的创新、设想都挺简单
挺容易，但是真正做起来会发现，
其实路途还是非常曲折的。 ”徐小
蔚强调，在这方面，杭州互联网公
证处积累了一定的数字化创新经
验，包括如何评估市场、法律、技
术、合规、监管等风险。

2021 年，《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发布，要求全面
打造“善行浙江”，全面深化数字
化改革，强化政策制度创新。

“杭州要争创示范城市，各行
各业都面临着创新迭代、跨界融
合的需求，需要在更多方面走在
前列，取得突破。 慈善工作是一
项社会化事业，要保持开放创新
的意识， 不断打破原有模式、思
路。 ”陈媚强调。

在这一背景下，杭州市慈善
总会和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达成
了此次战略合作。 双方将在加强
慈善事业法律保障、探索慈善事
业多元化、建设慈善事业数字化
以及开展慈善创新理论研究等
方面开展合作。

合作内容具体包括研究慈
善领域创新发展涉及的法律问
题、根据需要出具书面文件或形
成报告、 提供定制化公证服务、
探索慈善数字化在线化创新、定
期或不定期举办研究活动等。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的生
命之源， 如何强化机构正面的

社会形象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 我们也正在建立、完善捐
赠人维护系统， 需要以一种更
令捐赠方觉得可信赖的形式呈
现。”陈媚表示，通过合作可以实
现机构公信力的再一次增强，打
造更多提升捐赠人信赖度的场
景； 同时可以扩大业务范围，相
互赋能，提升双方在处理具备未
来属性的业务环节的能力，挖掘
可探索的领域； 促进双方领域
逐渐开放， 共同推进慈善文化
的建设、推广。

“与杭州互联网公证处的此
次合作，融合区块链技术，赋能
公益机构的社会公信力，是实现
数字公益可持续发展的又一有
力探索。 ”杭州市民政局一级调
研员、市慈善总会执行副会长翁
歆强调。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的合作
是公益性的，“公证机构和慈善
组织一样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机构，此次合作不带有任何商业
目的，是当公益来做的。 ”徐小蔚
强调。

合作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
强烈的社会反响，“公证行业这
么多年来跟慈善组织是有合作
的， 但是更多的都是在个案合
作， 需要一个全面的系统化、体
系化的合作。 ”徐小蔚表示，“我
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个案
的探索， 共同推进项目建设，形
成一种模式的创新，实现引导和
示范作用，实现大众化的、可以
持久参与的慈善”。

“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公证处
在民事领域和法律科技创新领
域积累的成果经验，为智慧慈善
和慈善数字化、多元化建设做贡
献，同时在合作中要充分体现公
证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多出成
果，形成可复制的‘慈善＋公证’
杭州经验。 ”杭州市司法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林林强调。

“

签约仪式现场合影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