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7 月 25 日 大连万达集团 1000 万元 暴雨救灾 北京市慈善协会

7 月 25 日 北京广播电视台 300 万元 暴雨救灾 北京市慈善协会

7 月 27 日 季益顺 43.4 万元 助残公益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7 月 28 日 中国空军 1200 万元 扶贫助学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2012 年 7 月 25 日至 7 月 28 日)

截止时间：7 月 29 日 22 时

� � 北京、 天津等地连日来的强降雨仍
在持续，大雨引发的躲避雷雨、车内逃生
等灾害自救话题受到热议。 人们通过微
博等方式传递“逃生常识”，安全锤等逃
生工具也遭抢购。

除了网上销售最热的救生锤， 多功
能钥匙扣、急救包、防护面罩、救生衣，甚
至包括创可贴、应急荧光棒，最近都销量
陡增。 有数据显示，7 月 21 日之后，网购
安全锤销量环比增长近 6 倍， 救生手电
筒的搜索量上涨了约 20 倍。 从地域来
看， 在网上购买安全锤的消费者 28％来
自北京。

与此同时，一些“逃生常识”正通过
微博、 论坛在网民之间扩散传递，“转给
有车的朋友，希望悲剧不再上演。 ”一段
用汽车坐椅头枕“撬”碎车窗的视频，被
网民累计转发超过 7 万次。

有业内人士提醒， 对于市面上热销
的救生用品需要有所分辨， 有些“多功
能”工具并不一定能派上用场。 一些网民
表示， 强降雨造成的灾害使大家更重视
求生技能，自救意识不可少，但“逃生经
济”火热也折射出一种无奈，保障汛期安
全从根本上还需完善城市规划建设。

事实上，在面临暴雨、地震以及其他
突发危机时， 我们究竟掌握了多少自救
知识？ 这次暴雨是否让更多人重视起掌
握自救知识的重要性了呢？《公益时报》
与搜狐公益联手推出的“益调查”结果显

示，仅有 7.77%的网友表示自己非常了解
自救知识， 而 51.91%的网友则表示受到
近期的暴雨影响，更加关注自救知识。

本次调查从 7 月 27 日 10 时至 7 月
29 日 22 时，共有 1520 位网友参与调查。

“益调查”结果显示，51.91%的网友
表示受到近期的暴雨影响， 更加关注自
救知识，主动查找了很多车内逃生、雷雨
注意事项等自救知识。 20.27%的网友则
认为没什么影响， 以前就很了解这些自
救知识。 25.86%的网友表示影响不大。

那么，大家认为自己对自救知识足
够了解吗？ 52.64%的网友表示了解一部
分，还需要继续学习。 38.82%的网友表
示不太了解，但以后肯定会非常注意这
方面知识。 仅有 7.77%网友认为自己非
常了解自救知识，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
识。

大家是否曾经主动接受过自救知识
的培训呢？ 根据调查数据，近半数网友没
有主动接受过自救知识培训， 他们表示
自己根本没有这方面意识。 22.5%的网友
表示曾经主动接受过自救知识培训，并
且觉得这样的培训很有必要。 22.83%的
网友表示曾经想过参加培训， 但由于工
作忙等原因搁置了。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调查结果

仅 7.77%网友认为
自己非常了解自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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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宋庆龄基金会（2011）年度信息公布报告书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71,718,624.80

本年度总支出 175,592,451.9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67,766,410.7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87,244.12

行政办公支出 3,675,441.9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97.7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54%

� � 本会 2011 年度信息公布报告如下：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97961222.28 48106063.64 146,067,285.92

97961522.26 48106063.64 146,067,585.90

16,125,845.45 109769.75 16,235,615.2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76,367,737.83 82,361,886.10 流动负债 16,060.59 15,946.01

其中：货币资金 50,938,037.83 54,446,405.14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98,676,705.60 198,760,916.72 负债合计 16,060.59 15,946.01

固定资产 106,436.06 149,685.23 非限定性净资产 81,690,122.04 86,009,475.86

信托受益权 净资产合计 275,134,818.90 281,256,542.04

资产总计 275,150,879.49 281,272,488.0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75,150,879.49 ���281,272,488.05

无形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93,444,696.86 195,247,066.18

受托代理资产 资本公积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6,890,957.39 114,823,217.73 181,714,175.12

其中：捐赠收入 56,436,783.76 113,391,650.80 169,828,434.56

政府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10,398,163.76 839,373.00 11,237,536.76

二、本年费用 73,046,857.87 102,545,594.11 175,592,451.98

（一）业务活动成本 65,220,816.64 102,545,594.11 167,766,410.75

（二）管理费用 4,462,686.02 4,462,686.02

（三）筹资费用 3,363,355.21 3,363,355.21

（四）其他费用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1,329,176.08 -11,329,176.08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5,173,275.60 948,447.54 6,121,723.14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日期：2012 年 1 月 18 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