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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调查

国
内

� � “我们发出去 1000 多份邀
请函，却没有一家企业或者个人
肯回应我们。 ”媒体从贵州省教
育厅主管的贵州省教育发展基
金会了解到， 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成立以来，该基金会遭遇“零
捐助”尴尬，发出千余封邀请函
无一回应。

据了解， 该基金会接受社会
各界对教育事业的捐赠， 其设立
的目标是扶持贫困地区基础条件
薄弱学校的发展，资助教学、科研
项目、 师资培训及国际教育交流
与合作，对贵州省学校、老师、学
生的创新活动予以支持， 促进教
育事业发展。

此外， 该基金会表示自身实
行“零提留管理，全透明运行”，不
提留任何管理费用， 面向社会募
集捐资助学资金， 作为国家财政
对教育投入不足的补充。 企业、个
人所捐资金， 都将按照其意愿和
要求，全部用于改善、发展贵州教
育事业。

该基金会秘书长周忆江表
示；“以前， 企业和公众都很热心
各类公益慈善活动， 都主动找上
门来。 可自从经历‘郭美美事件’
后， 公益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遭到
了质疑。 ”他希望社会公众不要对
公益慈善机构“一棒子打死”，多
伸出援助之手， 以爱心为贫困学

子撑起一片蓝天。 他表示，鉴于目
前没有任何捐款来源， 贵州省教
育发展基金会只好在教育系统内
部开展爱心捐助活动，“让学校帮
助学生”。

企业和大众是否确实是因
受到“郭美美事件”的影响而不
愿再捐款？ 在什么情况下，公众
会愿意捐款？ 基金会的哪些方
面工作会激发公众的捐款热
情？《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联
手推出的“益调查 ”结果显示，
81.05%的网友认为， 基金会遭
遇零捐助是因为受到“郭美美
事件”影响，大众对公益机构依
旧缺乏信心。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10 月 22日 云南烟草专卖局 2500万元 公益事业 云南省水利厅

10 月 22日 中国铁建 300万元 教育公益 贵州省贫困山区希望工程基金

10 月 23 日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130万元 教育公益 中国十所知名高校

10 月 26日 魏基成夫妇 价值 600万元物资 公益事业 西藏自治区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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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7 日)
（制表：张雪弢）

调查结果：

截止时间：10 月 28 日 22 时

� � 本次调查从 10 月 26 日 11
时至 10 月 28 日 22 时 ， 共有
8178 位网友参与调查 。 针对
“基金会遭遇零捐助的原因是
什么”这个问题，81.05%的网友
认为是因为受到“郭美美事件”
影响， 大众对公益机构普遍缺
乏信心 。 而 9.86%的网友则认
为， 募款机构需要有出色的公
益项目， 这样才能得到大家认
可。少部分网友表示，募款机构
的募款方式（发送邀请函）有待
商榷。

那么， 大家还愿意为公益
机构捐款吗？ 78.27%的网友表
示不愿意， 不会再为公益机构
捐款。 17.3%的网友认为是否捐
款要看实际情况， 有好的公益
项目就捐款。 参与调查的网友
中有 138 位表示愿意为公益机
构捐款， 很多公益机构还是不
错的。

事实上， 大家更看重公益
机构的哪方面管理呢？ 超过八
成的网友认为捐赠信息是否透
明非常重要。 少部分网友则更
关心公益机构是否有优秀的公
益项目以及机构的工作人员是
否专业。

� � 摄影师马克西姆·东迪乌克的摄影作品《乌克兰
的肺结核现状》，深入拍摄了乌克兰病重肺结核患者
与病魔抗击的情况。 从这些灯光昏暗的照片中，展现
了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结核病现状。 虽然现在已有
疫苗预防结核病，但疫苗并不是 100%有效的。 并且，
现在抗药性结核病正袭击着世界大部分地区。

40%
� � 湖南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湖南省人口学会副会长
王翠绒特别关注了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做出了《湖
南留守儿童教育管理缺失及对策研究》 的课题报告。
报告显示，当前湖南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小学以下(含小
学)学历者高达 40%，相当多人不识字，只懂简单加减
法，对孩子在学业上、品行上、能力上的教育心有余而
力不足。

11.97米
受降雨明显偏少、 长江来水减少等因素影响，近

期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江西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水域
面积大幅缩小。 水文部门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12
年 10 月 25 日 8 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为 11.97 米，跌
破 12 米，进入低水位期；鄱阳湖湖区水体面积 1060 平
方公里， 比今年 8 月 16 日的 3990 平方公里， 缩小近
3000 平方公里。

62%
� � 10 月 23 日，国内首份由 24 省市 100 位视障用户
参与调查的《国产电脑软件无障碍支持情况调查报
告》向社会发布。 这是国内首次针对软件无障碍支持
情况做的统计调查，它通过网上问卷调查形式向用户
了解其对 10 款当前常用国产电脑软件的无障碍支持
状况的体验。 据了解，在对目前国产电脑软件无障碍
支持情况的总体满意度方面,62%的受调查视障用户
表示不满意。

150吨
10 月中旬起网上开始流传一部 12 分钟的纪录

片，名字叫《鸟之殇！ 千年鸟道上的大屠杀》，拍摄者是
某媒体记者李锋。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李锋和他的
同伴先后 8 次深入湖南省桂东县的罗霄山脉，用镜头
记录了候鸟在迁徙路上遭遇的杀戮。 据李锋透露：有
的村落，一年捕获的南迁候鸟达 150 吨以上。

309人
当地时间 22 日， 意大利地区法院将 6 名专家和

一个前政府官员判了 6 年监禁，罪名是“过失杀人”。
法院认为，他们在 2009 年 4 月 6 日发生的一场 6.3 级
大地震前做了错误预测，并建议人们“只管放心地在
家喝红酒”。 这场地震中，有 309 人死亡。

1160名
法国民调机构 Ｍｅｄｉａｐｒｉｓｍ 联手慈善组织法国慷

慨行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受经济危机影响，法国
人的捐赠热情今年明显下降，３１％的捐献者表示将缩
小捐赠规模，２２％的人则不准备参加任何形式的慈善
活动。 这项调查于 ９ 月 ２８ 日至 １０ 月 ８ 日进行， 访问
了 １１６０ 名法国人。

超八成网友表示
更看重公益捐赠信息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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