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统计显示， 我国已成为世界照明产
品生产第一大国。 2010年，共生产节能灯
42.6亿支，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80%。 预计
到 2013年，中国节能灯产量达到 70亿只
以上。 而研究显示，节能灯含汞量平均为
0.5毫克/只，这样中国一年节能灯生产耗
费的汞在 20吨左右。 而 1克汞渗入地下
后会污染约 360吨水及周围土壤。

据了解，一些地区的相关部门已发
现废弃节能灯的问题， 但受制于人员、
资金、政策等问题，处理措施尚处于起
步阶段，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此，广东生态环境和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陈能场博士指出： 如果回收体系
一直无法建立， 导致大量废弃节能灯随
着生活垃圾填埋的话， 对土壤和水的危
害性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如果土壤被汞
污染， 种植在上面的水稻等农作物也会
吸收汞，尽管吸收的量没有镉那么多。 ”
陈能场还表示， 一些地区对大米的检测
已经显示有不同程度的汞超标现象。

那么，大家是否意识到废弃节能灯对
环境的危害？怎样才能更合理地处理废弃
节能灯呢？《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联手推
出的“益调查”结果显示，54.03%的网友不
太了解废弃节能灯对环境的危害。

� � 本次调查从 11 月 9 日 11 时至 11
月 11日 22时，共有 5242位网友参与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54.03%的网友不太了
解废弃节能灯对环境的危害，但他们表
示以后会关注。 26.33%的网友表示很了
解废弃节能灯对环境的危害，希望能够
尽快解决“处理难”的问题。 还有部分网
友则选择了“了解一些，以后生活中会
注意处理废弃节能灯”。

大家是否为怎样处理废弃节能灯
烦恼？53.42%的网友表示非常烦恼，知道
有危害却不知道怎么处理。 43.81%的网
友因为之前没关注， 都随手丢弃了，但
他们表示以后会注意。 仅有 1.17%的网

友表示不烦恼， 能够联系到回收的地
方，及时处理废弃的节能灯。

在大家心中，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
废弃节能灯的处理问题呢？ 49.39%的网
友认为，应该由相关部门建立完善的回
收机制，让大家都能够方便及时地处理
废弃节能灯。45.37%的网友则认为，应该
由节能灯生产企业负责废弃节能灯的
回收，并交由有处理废弃节能灯资质的
企业进行处理，这是企业应该履行的社
会责任。 还有部分网友表示，可以由环
保类社会组织参与，做一些相关的公益
项目，来解决废弃节能灯等对环境会产
生危害的物品的处理问题。

调查结果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11 月 5 日 辽宁依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800万元 援助建设 河南省郑州市前张村

11 月 6 日 企业家王和生 100 万元 教育公益 华南理工大学

11 月 7 日 广西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00 万元 抚恤工作 广西公安民警抚恤协会

11 月 8 日 加拿大华侨潘妙飞 100 万元 修缮工作 琦君纪念馆

(2012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月 11 日)

截至时间：11 月 4 日 22 时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超五成网友不了解
废弃节能灯对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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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286,040,106.19

本年度总支出 275,032,349.0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65,926,663.1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8,000,168.14

行政办公支出 8,894,015.62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92.9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6.14%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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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192,261.55 1,735,973.40 258,928,234.95

224,380,648.76 1,735,973.40 226,116,622.16

25,343,980.61 0.00 25,343,9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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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457,257.87 286,914,611.29 流动负债 6,555,900.19 3,549,841.33

其中：货币资金 81,598,718.71 21,473,882.1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28,920,330.02 283,459,296.86 受托代理负债 42,939,361.16 40,706,464.47

固定资产 1,888,871.33 4,093,011.00 负债合计 49,495,261.35 44,256,305.80

净资产合计 553,710,559.03 570,917,077.82

资产总计 603,205,820.38 615,173,383.6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03,205,820.38 615,173,383.62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447,874,267.80 431,138,965.43

受托代理资产 42,939,361.16 40,706,464.47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5,836,291.23 139,778,112.39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1,558,088.94 240,680,719.12 292,238,808.06

其中：捐赠收入 18,294,555.83 240,633,679.12 258,928,234.95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14,850,160.67 0.00 14,850,160.67

二、本年费用 275,032,349.02 0.00 275,032,349.02

（一）业务活动成本 265,926,663.18 0.00 265,926,663.18

（二）管理费用 4,871,462.57 0.00 4,871,462.57

（三）筹资费用 4,183,723.27 0.00 4,183,723.27

（四）其他费用 50,500.00 0.00 50,50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257,416,081.24 -257,416,021.49 59.75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3,941,821.16 -16,735,302.37 17,206,518.79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王鹏程、李薇、荆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