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闲置农房成为
促农增收的“黄金屋”

今日头条“三农合伙人”报名火爆

3天收到超4000份申请

《慈善法》配套制度有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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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基金会中心网的不完
全统计，截至 2017年 10月 11
日，中国共有社区基金会144
家。其中，2014至2017年成立
的共有 108 家，占总数量的
75%，而仅 2017年 1月 1日至
10 月 11 日注册数量就有 36
家，相当于 2013年全国全年
的社区基金会总数量。

从社区基金会的地域分
布来看，上海有60家，居中国
之首，广东和江苏则分别以
36 家和 23 家排在第二与第
三，三地社区基金会的总数
量为119家，占全国总数量的

82.64%;另外，在广东的 36家
社区基金会中，深圳占了 26
家，比例高达72.2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大部分
是近两三年成立的，而且主
要集中在出台过推动社区
基金会发展政策的广东、上
海、江苏三地，呈现出短期
增长与高度聚集的鲜明特
点。

蓝皮书指出，这与以广
东、上海和江苏三地为代表
的地方政府率先培育和发展
社区基金会，以之作为探索

推进城市治理体系改革和公
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举
措，密切相关。

而随着 2017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
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和《民
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
社会组织的意见》的正式印
发，社区基金会作为推动城
乡社区治理的一种创新模
式，有望不再局限在地方探
索与试点的发展阶段，而是
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迎来新
一轮快速增长。

公益时报

既要避免一窝蜂抢着上、各干
各的无序发展，又要避免走先发展
后治理的老路。要科学论证、统一
规划。

近日一则农村调查显示，这些
年农村人居环境大为改善，但在一
些农村，农房建设无序、空置率高
等问题显现，拆了建、建了拆，建起
来长期无人居住，造成了资源浪
费。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社会
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大量农村人口
外出打工，有的举家进城，有的选
择创业，导致不少农村出现了“空
心化”。受农村传统观念的影响，不
少农民在外挣了钱，还是习惯回家
盖房子。建设中缺乏总体规划、没
有建设标准等问题日益凸显。数据
显示，全国农村至少有7000万套闲
置房屋，农村居民点空闲和闲置地
面积达3000万亩左右，一些地区乡
村农房空置率超过35%。农房成了

“沉睡”的资源，有的年久失修成了
危房，埋下安全隐患。

盘活利用好农房资源，是增加
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当
前，新技术和新业态涌入农村，为
盘活农房资源提供了新空间。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民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
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

“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
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
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
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相关政策
跟进，让闲置农房开发有了制度
支撑。

盘活利用好农房资源，是建设
宜居乡村的重要抓手。一些农村地
区，部分农户处于散居状态，自主
新建农房中，缺少对材料质量严格
检测，没有正规图纸，全靠工匠经
验建造，建设无序，造成农房资源
新的浪费。另外，农房建设没有总
体规划，没有房型设计，给后期农
房升级改造带来了不小难度，影响
乡村面貌整体提升。

盘活沉睡的农房资源，要科学
规划。既要避免政策一出台一窝蜂
抢着上、各干各的无序发展，又要
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挫伤
农民与经营者的积极性。应根据成
片空置农房与分散空置农房的不
同区位、地段、发展条件等情况，科
学论证、统一规划，精准定位、协调
发展。在农房建设改造过程中要有
法治思维，通过确权登记让农房成
为村民透明的财产，对农房资源进

行梳理摸底，给乡村留足生长空
间。

盘活沉睡的农房资源，要勇于
创新。基层政府要探索放活农房使
用权，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出
租、合作、合资等方式盘活资源。抓
牢田园旅游这一优势项目，利用自
然资源盘活闲置农房。在实践中，
一些地方探索对闲置农房采用灵
活方式，对农房资源实行统一收
储、流转经营，引导闲置农房功能
串联，带动乡村旅游项目聚集，农
房价值提高了几倍，加上农房及宅
基地入股分红和农家旅游服务业
收入等，闲置农房成了促民增收的

“黄金屋”。
盘活沉睡的农房资源，要尊重

农户意愿。农房是农民主要财产，
农民愿不愿改造，怎么改造，应该
让农民自己说了算，应分层分类解
决好农民的多元需求。既要集约、
节约用地，又要更好提供公共服
务，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比如在改
建农房方面，不少农民担心成本控
制和市场认可问题，可通过利益联
结，将闲置民房委托交给专业平台
打造，成本降下去、品质提起来，让
农房重新焕发生机。

《人民日报》

7月 5日晚间，今日头条通过
微头条官方账号宣布 3天时间内
已经收到 4000 份“三农合伙人”
报名申请。报名人群涵盖众多知
名学者、政府机构、新闻媒体、
MCN机构、三农创作者和公益组
织等。今日头条称：“报名的速度
已经超出了我们回复的速度”。

乡村振兴是今年国家重点战
略，今日头条是国内首个提出“三
农信息普惠”的互联网公司。7月
2日，广西灵山县苏屋塘村，今日
头条举办首届三农创作者大会。
会上，今日头条宣布推出国内首
个亿元级别的三农信息补贴计划

——金稻穗计划：该公司在未来
一年内，至少投入 5 亿元补贴三
农创作者，助力三农信息普惠。这
场“离农村最近”的发布会，主题
是“心农”，意思是心系三农：心系
农村，心系农业，心系农民。

作为金稻穗的子计划，今日
头条向全社会公开招募 30 位致
力于“三农信息普惠事业”的“三
农合伙人”。每位“三农合伙人”，
在起步阶段都将获得价值 100 万
元的站内流量，用于扶贫。今日头
条扶贫负责人杨洁表示，希望能
用一年的时间，和所有“三农合伙
人”一起帮助 20个国家级贫困县

打造 20个扶贫项目，涵盖特色农
产品、文旅产品等。

在 2 日的发布会上，今日头
条聘请了首批四位“三农合伙
人”，包括三位三农创作者“巧妇
9 妹”、“付老师种植技术团队”、

“乡野丫头”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黑土麦田公益联合发起人
秦玥飞。

目前，这项面向全社会的公
益招募仍在进行。打开今日头条
APP，搜索“三农合伙人”，即可申
请报名。

公益时报

市青少宫将开展
艺术公益讲座

邀请华人艺术家郑乾明开讲

为帮助中山市广大青少年更好了解弦
乐、了解艺术、提升艺术素养，市青少年宫
特邀著名华人音乐家（祖籍中山沙溪）郑乾
明开设弦乐公益讲座。
◆时间：7月14日19：30－21：00
◆地点：市青少年宫301多功能厅
◆参与方式：到市青少年宫一楼招生报名
处免费领取讲座门票

三乡镇
青年社区学院招生

课程好玩而且实用

三乡镇青年社区学院开发了 2018第
二期的青年社区课程，有肚皮舞、中国舞、
葫芦丝、素描班，还有实用的化妆班、高尔
夫球班等。招收在三乡镇生活、工作的
18－45周岁青年，课程免费。
◆报名时间：2018年7月17日下午15:00-
下午17:00，额满即止
◆报名方式：注“中山三乡青年”微信平
台，点击下方“社区学院”—“开放报名”，
填写报名表

小榄镇大学生
志愿实践活动开始报名

内容有职场体验等

2018年小榄镇大学生志愿实践活动
已接受报名，将有音乐节、心连心、职场体
验营等品牌活动。
◆活动对象：小榄籍在读大学生及2018年
应届高中毕业生
◆活动时间：7月23日—8月24日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7月18日
◆报名方式：关注“小榄青年”微信公众号
点击“志愿实践”之“报名申请”

整理 本报记者 徐钧钻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发布

去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
预估约为 亿元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慈善蓝皮书：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8)》，蓝皮书显示，2017
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预估约为 1558亿元，继续

保持增势。

蓝皮书显示，2017年我
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数据
指标在 2016 年的基础上呈
现稳步增长的态势。

在社会组织方面，根据
中国社会组织网的统计，
2017年，我国社会组织总数
量突破 80万个的关口，达到
801083个，较 2016年增加了
8.77%。

其中，基金会 6322 个，
比上年增加 10.68%；社会团
体 373194 个，比上年增加
7.75%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421567 个 ，比 上 年 增 加
9.65%。

在社会捐赠方面，根据
已公布的统计数据和测算数
据，结合我国慈善的发展环
境和发展态势，2017 年，我
国社会捐赠总量预估约为
1558亿元，继续保持增势。

其中，民政系统接收含
物资折价的社会捐赠约为
33 亿元；慈善会系统的社
会捐赠收入超 426亿元；基
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民办
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三
类组织社会捐赠收入为
850 亿元，其中基金会捐赠
收入 680亿元。除民政部门
之外的政府部门、事业单
位、宗教机构、人民团体等
捐赠接收主体在 2017 年接
收捐赠的数额约为 249 亿
元。

在志愿服务方面，2017
年，中国志愿者总数为 1.58
亿人，经测算实际有 6093万
名活跃志愿者通过 131万家
志愿服务组织参与了志愿服
务活动，服务时间 17.93 亿
元，志愿者贡献价值 547.97
亿元。

蓝皮书指出，2017年，慈
善法治的立体面逐渐清晰。

其中，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17
年 10月 1日正式施行的《民
法总则》设立了“非营利法
人”，构建了新的法人体制，
为《慈善法》的施行与解释提
供了更为基础的法律依据;
《志愿服务条例》的出台则标
志着志愿服务中央层面的立
法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开

启了中国志愿服务的制度化
建设。

但是，“社会组织三大条
例”这一《慈善法》重要配套制
度的法规在2017年并未完成
修订工作。蓝皮书指出，2017
年，社会组织三大条例虽然列
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全面
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但整
年并没有进展，也没有进行进
一步的征求意见等程序。2018
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

务院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
社会组织三大条例变成了“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民政部
起草)。

因为社会组织三大条例
尚未修改，存在与《慈善法》
之间的衔接缝隙，一些民政
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产生了一
些困惑。例如，一些基层民政
部门仍然按照《基金会管理
条例》批准成立公募基金会。

公益慈善数据稳步增长

社区基金会在迅速增长

1558
《慈善法》配套制度有待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