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从 6 月 28 日 14 时许开

始至 7 月 1 日 10 时许结束 ， 共有 600
位网友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
（86.17%） 的网友认为慈善捐款应该设
定“后悔期”。 具体说来，67.17%的网友
觉得“后悔期”应面向所有捐助者，理由
是 “谁还没脑袋一热的时候呢 ，‘后悔
期 ’ 会使大家对慈善多一分理解和信
任”；19%的网友认为仅应面向 “智力残
疾者 、 精神残疾者等特殊人群 ”。 而
10.34%的网友认为不应该设“后悔期”，
他们觉得 “后悔是对慈善的亵渎 ，连做
慈善也后悔感觉像闹剧”。另外 3.51%的
网友觉得“无所谓，都能接受”。 调查同
时显示， 如果进行了大额捐款，56.17%
的网友认为自己可能会后悔 ，因为 “此

一时彼一时，没准那笔捐款正好能派上
大用场”；12.17%的网友则“一定不会”，
他们表示 “捐款前进行过深思熟虑，没
啥好后悔的”；31.67%的网友表示“这个
有点难说，自己没捐过大额的”。

在如何防止或减少捐款 “后悔”这
样的事情发生方面，网友们是怎么认为
的？ 35.17%的网友认为“要思考周全后
再捐款， 将慈善进行到底”；30.5%的网
友认为要“关心家人健康 ，对家中患有
身心疾病无完全行为能力的亲人要尽
到监护义务”；20.17%的网友认为“政府
和社会组织加大宣传力度，以增强人们
的慈善自觉性、积极性”；14.17%的网友
认为要 “健全法规 ，对捐款后悔这样的
‘毁约’行为进行适当惩罚”。

据媒体报道，四川一位女士患上精
神病，悄悄捐了全部近 7 万元存款。 其
丈夫想要回这些钱给妻子治病，但需要
法医鉴定捐款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近日，经过近 20 天等待，其丈夫终
于拿到了妻子鉴定报告， 报告中写明，
该女子患精神分裂症，评定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受赠方称将尽快退捐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
法》在第一章第四条中明确规定“捐赠
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 不过，该法条文
对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的“自愿”捐
赠却未提及，更没有“后悔期”一说。

有评论表示，在慈善遭遇冰冷期的

现今，给捐款人“后悔期”，其实就是先
给人以信任。 这样的措施，或将让公众
眼前一亮，使大家对慈善多一分理解和
信任。 有人建议这个“后悔期”可以为一
个月。

也有网友认为，已经捐了的钱款不
应该退还， 毕竟慈善捐款是有制度的。
要是想要回捐款，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
的理由。 你觉得，慈善捐款是否应设定
“后悔期”？ 你认为如何防止或减少捐款
“后悔”这样的事情发生？《公益时报》与
搜狐公益近日联手推出的“益调查”显
示，高达 86.17%的网友认为慈善捐款应
该设定“后悔期”。

截止时间：7 月 1 日 10 时许

■ 本报记者 李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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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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 慈善家梁少贞 2000 万元 广州市康寿颐养院乐苑建设项目 首届广州市慈善项目推介会

6月 26日 景兴地产黄埔公司 5000 万元 老人院建设 首届广州市慈善项目推介会

6月 28日 广东雷州募捐晚会 2360 万元 雷州本地扶贫、助学等 雷州市政府

6月 29日 湖北祥和建设集团 208 万元 资助新洲贫困大学生上学 武汉市新洲区慈善会

(2013 年 6 月 23 日至 6 月 29 日)
（制表：李春伟）

超八成网友认为
慈善捐款应设“后悔期”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联系合作，接受捐赠，奖励资助，基金管理与运作。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98 号

2012-05-09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北京科技大学办公楼 304 室

62332340 互联网地址 http://jjh.ustb.edu.cn

罗维东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北京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560,641.2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50,5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0,141.2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81%

� � 本基金会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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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1,300.00 0.00 6,961,300.00

6,961,300.00 0.00 6,961,300.00

5,234,500.00 0.00 5,234,500.00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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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6,509,918.84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0.00 26,509,918.84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0.00 26,509,918.84

资产总计 0.00 26,509,918.8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0.00 26,509,918.8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1,281,3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25,228,618.8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238,760.04 1,831,800.00 7,070,560.04

其中：捐赠收入 5,129,500.00 1,831,800.00 6,961,3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0,141.20 550,500.00 560,641.20

（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550,500.00 550,500.00

（ 二）管理费用 10,141.20 0.00 10,141.20

（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5,228,618.84 1,281,300.00 6,509,918.84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德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五、监事：凃纪明

1、如果你进行了大额捐款 ，自己可能会后
悔吗？

A．可能会，此一时彼一时，没准那笔捐
款正好能派上大用场；56.17%

B．一定不会，捐款前进行过深思熟虑，
没啥好后悔的；12.17%

C．这个有点难说，自己没捐过大额的。
31.67%

2、你觉得，慈善捐款是否应设定“后悔期”？
A．应该，谁还没脑袋一热的时候呢，“后

悔期”会使大家对慈善多一分理解和信任；
67.17%

B．不应该，后悔是对慈善的“亵渎”，连
做慈善也后悔感觉像闹剧；10.34%

C．应该特事特办，仅对智力残疾者、精
神残疾者等特殊人群关照一下；19%

D．无所谓，都能接受。 3.51%

3、你认为 ，如何防止或减少捐款“后悔 ”这
样的事情发生？
A．关心家人健康，对家中患有身心疾病

无完全行为能力的亲人要尽到监护义务；
30.5%

B．要思考周全后再捐款，将慈善进行到
底；35.17%

C．健全法规，对捐款后悔这样的“毁约”
行为进行适当惩罚；14.17%

D．政府和社会组织加大宣传力度，以增
强人们的慈善自觉性、积极性。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