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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佛教道教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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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前萬元一炷香，是信仰行為還是藉機斂財？治

理佛教道教商業化問題是否禁止一切經營活動？如

何消除清淨莊嚴佛教道教場所的商業逐利亂象？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近日召開

的全國政協第五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強調，佛教道

教商業化是當前宗教領域的突出問題，擾亂了正常

的宗教活動秩序，損害了佛教道教的形象，敗壞了

社會風氣，黨中央高度重視，社會各界廣為關注。

本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以「治理佛教道教商業化」為

議題，對於深刻認識宗教商業化的危害性、進一步

理清治理思路和政策、促進佛教道教健康發展和淨

化社會風氣具有重要意義。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2017年11月，國家宗教事務局與中共中央宣傳部、統戰部等12個
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治理佛教道教
商業化問題的若干意見》，明確佛教道教活
動場所的非營利性質，嚴禁商業資本介入佛
教道教，對佛教道教商業化活動進行嚴格限
制和整頓。委員們認為，中共中央高度重視
宗教工作，對治理佛教道教商業化提出了明
確要求，但由於各地情況複雜，部分局面得
到了遏制，另一些商業化的現象仍在繼續。
一些委員建議，治理佛教道教商業化問題既
是攻堅戰，更是持久戰。當前中央態度是堅
決的，政策法規是明確的，社會氛圍是有利
的，關鍵是要釐清責任，較真碰硬地去解
決，確保有關政策法規落地見效。
委員們建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要全面貫
徹落實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決摒棄
「宗教搭台、經濟唱戲」的錯誤做法，切實
承擔主體責任，嚴守政策法規紅線。有關部
門要加強統籌協調和密切配合，以解決重點

難點問題為突
破口，大力開
展專項督查和綜合治理，健全完善宗教活動
場所財務監督管理制度，嚴肅查處亂建大型
露天宗教造像、投資承包經營寺廟宮觀、網
上宗教斂財等活動。同時，要加強宣傳教
育，引導黨政幹部深入理解宗教工作方針政
策，引導信教群眾正確認識宗教的本質和社
會功能。此外，佛教道教界要切實加強自身
建設，嚴守教規戒律，提升宗教修為，弘揚
清淨莊嚴、樸素節儉的優良教風，不斷增強
抵制商業化不良影響的能力。

明確企業、宗教界與政府定位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

師在座談會上分析了當前佛教領域商業化問
題幾方面突出表現：景區門票高價；一些組
織或個人違規濫建露天大佛，吸引信教群眾
參拜，收取宗教性捐獻；一些非宗教組織或
個人，以佛教名義進行一系列斂財活動；一

些非宗教團體、非宗教活動場所違規設置功
德箱，收取宗教性捐獻；亂放生，滋生借教
斂財，危害生態安全，催生「放生利益
鏈」；佛教原有的教風問題，在商業化影響
下，有的地方呈現發展蔓延的趨勢，有的地
方出現了一些新的表現形式。
學誠法師建議，明確治理佛教道教領域商

業化問題的牽頭部門，明確地方黨委政府的
主體責任，由地方黨委政府統籌協調、綜合
施策，推動相關政策法規落實。同時，要明
確治理商業化問題的致力方向。「佛教並不
反對市場經濟和商業，治理商業化問題的致
力方向，不應是將宗教與經濟一刀兩斷、完
全隔絕，而是要明確企業、宗教界與政府各
自的定位，審慎地劃清三者之間的界限。」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道教協會會長李光富

於今年5月，就當前道教領域商業化問題最
突出表現和治理難點、問題根源在山西、福

建等地開展了專項調研工作。在調研中，他
提出要求相關地區的道教宮觀應配合省、市
道教協會做好治理商業化工作，進一步加強
生態文化宮觀建設，規範道風，提升道教良
好形象。為服務地方經濟、文化、社會的發
展發揮積極作用，為社會和諧貢獻力量。

正確認識宗教場所的功能
「佛教道教商業化是指資本的介入、滲

透，其表現形式是將寺廟、宮觀承包給商人
或企業，或直接由商人或企業修廟造觀，這
些廟觀並非真正的宗教活動場所而是營利的
渠道。」著名宗教學者、北京大學教授樓宇
烈認為，佛教道教不反對正常商業活動，但
不能將商業化現象與宗教信仰混淆，更不能
打着佛教道教的旗號從事商業活動。「宗教
搭台、經濟唱戲」對佛教道教文化是一種傷
害，治理佛教道教商業化問題勢在必行。

他說，治理佛教道教商業化，應該對宗教
場所的功能及佛教道教的宗教文化有清晰的
認識。宮觀、寺廟是提供廣大信仰者表達敬
意、安定身心、淨化心靈的場所，不能將其
定位為觀光旅遊的景點；宮觀、寺廟理應具
備恭敬、安靜、乾淨的宗教景象，不應過度
熱鬧。

陝政協月度協商關注農村養老

——全國政協召開第五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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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
芳北京報道）由全國工商聯主辦，全國工商
聯農業產業商會、全國工商聯人才交流服務
中心共同承辦的「德勝門大講堂」第三期近
日在京成功舉辦，此次活動以「緊抓鄉村振
興時代機遇，實現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為主
題。全國工商聯黨組副書記、副主席樊友
山，全國人大農業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
春生，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鄉村文明研
究中心主任張孝德等出席活動。

全國工商聯農業產業商會會長、上海市政
協委員、均瑤集團總裁王均豪主持會議時表
示，希望廣大民營企業分享他們對鄉村振興
的豐富經驗和真知灼見，為廣大企業提供指
導，為企業發展貢獻寶貴建議。同時，把握
時代脈搏，在組織關心及各位嘉賓引導下，
加強自身的轉型升級，在共同推動農業產業
化質量提升過程中，自身也得到發展。
全國工商聯農業產業商會名譽會長、三全

集團董事長陳澤民指出，保農業就是保就
業，保就業就是保穩定。要真正實幹，真正
關注農業，光看口號是不行的，一定要務
實，涉農民營企業與農業關係最密切、關係
最持久，對農業的支持見效也最快。他希
望，全國工商聯農業產業商會的企業家，真
正響應中央一號文件的號召，一定要努力使
農業成為龍頭的產業，使農村成為一個安居
樂業的美好家園，要使農村美起來，農業強
起來，農民富起來，任重而道遠。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任芳頡北京報道）全國政協主席汪
洋日前在「歷史文化名城名鎮保護」
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強調，要培育文化
自信和文化認同。「這同樣適用於文
化扶貧。」全國政協常委王林旭認
為，文化扶貧是提高文化水平、遏制
返貧現象、阻止「貧困代際傳遞」、
增強自我「造血」功能的關鍵和根
本。深度貧困地區多為民族地區，開
展文化扶貧工作，是推動民族地區經
濟社會發展和全面進步的具有深遠意
義的長期工作。

「搬下來」「學起來」「連起來」
王林旭表示，文化扶貧具有扶智和
扶志的重要作用，對少數民族易地搬
遷新區來講意義更大。為此，他建
議，要以「搬下來」為契機，實施易

地搬遷新區文化創新工程。「搬下
來」是實施文化扶貧的重大契機。地
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在實施文化扶貧過
程中，既要繼承原有的文化傳統，又
要在文化管理思路上、資金籌措途徑
上、文化服務內容上、文化交流方式
上融入更多的社會資源，為新區的文
化建設注入更開放、更豐富、更現代
化的內容。應通過實施新區文化創新
工程，引導群眾樹立科學的生產生活
和勤勞致富理念，助力新區可持續發
展。
同時，動員群眾「學起來」，把提

升內生發展動力作為新區文化建設的
目標。王林旭建議，相關部門要將
「依托傳統文化，吸收現代文化，以
提升民族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為目標」
確立為新區文化建設的原則。在少數
民族新區，開展基本學習：學語言、
學文字、學技能、學藝術。
此外，將民族地區與外界「連起

來」，把加強「文化開放性」作為文
化扶貧的重要原則。王林旭表示，可
借鑒「互聯網+鄉村」的模式，在少數
民族地區村鎮搭建起與世界交流的平
台，通過制定引導和扶持政策，吸引
外部人才和本民族外流人才進入新區
開創事業，挖掘和發揮民族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品牌價值、拓寬旅遊業市
場，建立起與經濟發達地區文化供求
互補關係，鼓勵民族幹部走出去學習
外部經驗、開拓文化管理思路。

■■66月月2828日日，，十三屆全國政協第五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十三屆全國政協第五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
議並講話議並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全國政協常委王林旭全國政協常委王林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第三期「德勝門大講堂」
聚焦鄉村振興助民企升級

■■「「德勝門大講堂德勝門大講堂」」現場現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張仕珍西安報道）陝西省政協近日舉行
月度協商座談會，專題研究農村養老工
作問題。陝西省政協主席韓勇在會上指
出，推進農村養老事業發展是國家積極
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科學部署，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戰略性任務，亦是實施鄉
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要立足農村實
際，積極探索多元化農村養老服務新模
式，打造政府、社區、家庭、社會力量
「四位一體」養老服務體系，全面提升
農村養老服務水平。

籲建智慧居家養老服務站
陝西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主

任張雷介紹，當前陝西已建成運營農村
互助幸福院7,577個，但農村養老基礎薄
弱與老齡化趨勢加快的矛盾依然突出，
呈現出家庭養老的主體作用逐漸下降、
農村養老服務水平較低、農村醫養結合
發展滯後等問題。
張雷建議，應堅持以政府為主導，健

全農村養老的管理體制；以居家養老為
重點，構建多元化養老模式；以健康養
老為方向，積極推進農村醫養結合工
作；以智慧養老為抓手，不斷提高農村

養老服務水平；以鄉
村振興戰略為引領，
進一步打牢農村養老
基礎。
他並表示，可以通

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
的形式，依托農村互
助幸福院，積極融合
為老服務組織、社區
衛生機構、家政公
司，建立智慧居家養
老服務站，採取「互
聯網+智慧養老」、智
能化呼叫服務方式，為老年人提供緊急
救援、醫療康復、生活照料、家政、精
神慰藉等服務。
陝西省政協委員、武警陝西省總隊

醫院院長段煒則建議，要全面提升基
層衛生機構養老服務能力，探索城鄉
醫療資源、服務合作模式，並逐步推
動制度型建設，不斷滿足農村老年人
口的醫養需求。

弘揚孝道文化 增加不孝成本
百善孝為先。在陝西省政協委員、渭

南市政協副主席劉巧蓮看來，政府除了

在硬件提升上下功夫外，更應在弘揚孝
道文化上下重拳，填充精神養老的空
白。她建議把「以孝治村」列為鄉村文
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加強宣傳引導，營
造孝親敬老的良好氛圍，依法保障孝道
實施，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
此外，劉巧蓮還建議探索建立農村

「孝道」徵信體系。「要對孝敬老人、
贍養老人的先進典型在惠農政策扶持上
予以優待，對不孝敬不贍養老人、表面
孝敬暗裡惡待、薄養厚葬等行為進行曝
光，在惠農貸款等方面給予一定制約，
增加不孝敬的道德成本和經濟成本。」
劉巧蓮說。

皖政協建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趙臣安徽報道）安徽省政協近日召開的
「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月
度專題協商會上，委員們通過實地調
研，從農村集體資產的清產核資、確權
登記工作、股份合作制改革等方面給出
了建議，為安徽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建言獻策。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對農村的長遠

發展意義重大，而在這個過程中，對集
體資產進行清產核資是最首要的基礎性
工作。民革安徽省委在試點地區調研中

發現，安徽的清產核資工作大多
數僅覆蓋到村一級，而忽略了組
一級等。同時，農村群眾對清產
核資政策不了解，部分需要群眾
簽字則由村幹部代簽等。對此，
委員們建議在清產核資工作中，
要分清村、組資產，防範資產平
調、無償借轉的現象。在對集體
資產清查過程中，重點要清查還
沒有承包到戶的集體資源性資
產，集體統一經營的經營性資產
以及債權債務等，防止集體資產

的流失。

讓農村「資源」變「資本」
在完成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基礎

上，安徽各地正積極推進農村的集體資
產股份合作制改革，讓農村的「資源」
變「資本」，「農民」變「股民」，目
前已有1,061個村完成了集體資產股份合
作制改革，量化集體資產70多億元人
民幣。民進安徽省委在調研時發現，前
期開展的集體林權和集體土地「三權」

登記發證也只到行政村，個別地方林權
證尚未發放到戶。同時在土地流轉過程
中，還存在一些不規範現象。對此，委
員們建議應加大力度推進「確實權、頒
鐵證」，對農村資源性資產和經營性資
產，進行全面清查、盤點、造冊、登記
和價值評估，同時還應完善制度規則，
規範交易行為。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工作

是確權登記工作中普遍遇到的難題。安
徽省政協委員楊志勇還在調研中發現，
由於農村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工作中
存在政策法規不明確、制度設計不科學
等問題，安徽各地大部分採用以戶籍作
為資格認定的基礎，沒有充分考慮到土
地承包經營權情況等因素。他建議，應
引導各村在尊重歷史的情況下，不以戶
口作為判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
的唯一標準，而以是否具有戶口、是否
承包土地、是否在村或組實際生產生
活、村民會議是否同意、是否與農村集
體經濟組織形成權利義務關係等作為參
照標準。

■■陝西省寶雞市農村幸福院裡陝西省寶雞市農村幸福院裡，，老人們在娛樂老人們在娛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55月月2323日日，，安徽省政協調研組在鳳陽小崗村調研安徽省政協調研組在鳳陽小崗村調研
農村集體產權制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改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