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据英国《卫报》报道，日前，苏
格兰皇家银行在英国境内的 8000
多部自动提款机上设置了捐赠的
选项。 由此，英国民众可以在取款
的同时， 向 8 家慈善组织进行 1
英镑至 150 英镑不等的捐款。这 8
家慈善组织中包括了知名的英国
癌症研究机构、 巴纳多儿童慈善
机构和英国老年人机构。

另悉， 该捐款功能将会在短
时间内扩展至国民西敏寺银行、
阿尔斯特银行和顾资银行的自动
提款机上， 这几所银行同样来自
苏格兰皇家银行所属的集团。

据苏格兰皇家银行称， 即使
在 100 次取款中仅出现 1 次 1 英
镑的捐款，每年也能因此筹得 650

万英镑。 不过，银行方面目前还无
法明确预期的筹款数字。

有消息指， 这是英国政府大
面积鼓励慈善募捐行为的第一阶
段， 而整个行动则都将通过英国
的提款机网络铺开。

苏格兰皇家银行高级社区事
务经理史蒂夫·兰普夏说：“去年
全英有 2 亿英镑的交易是通过提
款机实现的， 而这其中有 25%是
经由我们银行的网络，由此可见，
提款机操作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
中的一部分。 ”

他还说：“虽然对许多人来讲
手头并不宽裕， 但只要我们的客
户有捐款的意愿， 我们就要把这
一过程变得越简单越好。 ”

在这些提款机上， 捐赠将作
为屏幕菜单中的独立选项， 或作
为交易完成后的选项，这样，对于
那些只想取钱或只想查询余额的
人来说，并不会浪费他们的时间。

早在 2005 年，恒生银行便开
始鼓励客户通过提款机捐赠。 恒
生银行称， 尽管大多数的客户预
算都遭遇缩水， 但在 2010 年，他
们实现了 34.1623 万英镑的捐款。

通过提款机捐赠的方式快捷
简单，如果在中国推广，你会支持
吗？ 你会在提款机上为慈善捐款
吗？《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联手
推出的“益调查”结果显示，80.7%
的网友不认可在自动提款机上设
置捐赠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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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6月 19日 济南科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50万元医疗设备 医疗 济南慈善总会

6月 19日 福建省晋江市政府 400万元款物 扶贫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6月 20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1000万元 教育 四川省达州市慈善总会

6月 20日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政府 400 万元 慈善事业 潮南区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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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19 日至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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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截止时间：6 月 24 日 20 时

� � 本次调查从 6 月 21 日 12 时至 6 月
24 日 20 时，共有 7309 位网友参与调查。

“益调查 ”结果显示 ，超八成网友不
认可在自动提款机上设置捐赠选项 。
10.02%的网友表示认可， 但认为新生的
捐赠模式也需要考核期。 在参与调查的
网友中， 有 599 位表示非常认可在自动
提款机上设置捐赠选项， 认为这样可以
为大众参与慈善提供更加简单快捷的方
式。

如果在自动提款机上设置捐赠选
项，大家会捐款吗？ 82.34%的网友表示不
会捐款 ， 因为对这种捐赠方式有顾虑 。
12.94%的网友表示， 银行和与其合作的
慈善组织一定要保证捐款的各项信息透
明化，这样就会捐款。 3.19%的网友表示
一定会捐款， 因为这种捐赠方式简单明
了。

大家是怎样看待 “在自动提款机上
设置捐赠选项 ” 这种捐赠方式的呢 ？
45.89%的网友认为，在我国，这种捐赠方
式还没有实际经验，有待考察。 23.19%的
网友表示，如果实行这样的捐款方式，银
行合作的慈善机构一定要是大家选出
来，值得信任的 ，这样才有更多人参与 。
也有部分网友认为， 这是一种新的捐赠
途径，让捐赠者的捐赠快捷化和简单化，
可以尝试，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异地取
款还要个手续费呢，按个键就能捐款，不
在于多少，都是做好事。

� � 6 月 24 日， 广西钟山县回龙镇回龙村民房被洪
水浸泡。 6 月 24 日，国家防洪抗旱总指挥部发布消
息，中国南方近日有 42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据初
步统计，6 月 22 日以来暴雨洪水共造成江西、广东、
云南等 9 省(区)71 万人受灾，死亡 11 人，失踪 8 人，
转移群众 1.6 万人，农作物受灾 49 千公顷，倒塌房
屋 7080 间，直接经济损失约 7.05 亿元。

33分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2011 年度中国慈善

透明报告》。 报告称全国 1000 家公益慈善组织透明指
数平均分为 33 分，60 分以上慈善组织仅占 8.2%。 报告
显示，仅有 8%的受调查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公
开状况表示满意，84%的公众对慈善透明度不满意。

2000万
6月 ２０日，贵阳市召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动员大会。

会上提出： 贵阳市今年将市级见义勇为基金规模增加至
２０００万元，并大幅提高见义勇为奖励标准，对抓获“两抢
一盗”和命案犯罪嫌疑人，或提供相关线索的见义勇为群
众给予 １０００元至 ３万元不等的奖励。

100项
6 月 ２１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消息，为促

进节能减排，今明两年我国将启动实施“百项能效标准
推进工程”，发布 １００ 项重要节能标准，重点是终端用
能产品能源效率标准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600万美元
近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开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巴西出席峰会并发表演
讲。 同时宣布捐赠 600 万美元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信
托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环境问题。

16亿吨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6 月 20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高级别圆桌会上表示：中
国在环保领域，全面推进节能减排，过去 6 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了 21％，相当于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约 16 亿吨，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了 15％
左右。

18万欧元
欧足联方面近日传出消息：截至 6 月 22 日，本届

欧洲杯一共攻进了 60 球，为 CAFE 筹集了 18 万欧元。
CAFE 为 2009 年欧足联成立的慈善组织， 该组织负责
为欧足联合作伙伴、股东、成员国、各欧洲联赛和俱乐
部、残疾球迷提供必要的支持、引导和建议。 本届欧洲
杯，每进一球，CAFE 就能获得 3000 欧元的善款，这些
善款将用于为残疾球迷提供更好的设施。

7000多人
6 月 20 日为世界难民日。 当天，在加纳生活的 129

名利比里亚难民从阿克拉机场出发， 踏上了重返家园
之路。 目前，滞留在加纳的利比里亚难民还有 7000 多
人。

超八成网友不认可
在自动提款机上设置捐赠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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