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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7 月 22 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 1000 万元 地震救灾 甘肃定西市政府

7 月 22 日 云南省委、省政府 700 万元 地震救灾 甘肃定西市政府

7 月 22 日 广东省委、省政府 500 万元 地震救灾 甘肃省政府

7 月 23 日 山东省委、省政府 500 万元 地震救灾 甘肃省政府

7 月 24 日 广西党委、自治区政府 500 万元 地震救灾 甘肃地震灾区政府

■ 本报记者 李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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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21 日至 7 月 27 日)
（制表：李春伟）

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从 7 月 26 日 11 时
许开始至 7 月 29 日 10 时许结束，
共有 204 位网友参与 。 调查结果
显示，超六成（63.73%）的网友认为
社会组织接手慈善超市后在透明
度上下工夫运营效果更好， 具体
应该 “将募得款物的使用情况及
时反馈给捐赠者， 对销售情况及
时公示 ”；25%的网友认为社会组
织应当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优
势，科学管理，学习市场化运营经
验 ， 吸引人们支持超市运营 ”；
11.28%的网友认为社会组织应该
“解决慈善超市定位模糊问题，并
加大宣传，消除误解，让慈善超市
发挥应有作用”。

与此同时， 半数网友支持慈
善超市由社会组织运营， 他们认
为“穷则思变，‘易主’后没准能改
变窘困的现状 ”；31.87%的网友则
不支持，理由是“社会组织或企业
接手后难免会让慈善 ‘变味 ’”；
18.14%的网友态度中立。

慈善超市原有模式为何会问
题重重？38.24%的网友认为主要原
因是 “现有慈善超市的定位一直
比较模糊 ”；33.83%的网友认为是
“管理运营死板，不能真正顺畅达
成慈善超市的定位 ”；27.95%的网
友认为是“宣传不足，人们认知度
不够， 不能顺利整合社会资源并
且对有需求的人群有效服务”。

上海连日热浪滚滚，瑞金医院的门诊大厅却传来
阵阵悠扬的钢琴曲。近年，沪上众多医院挂牌成为“志
愿者服务基地”， 目前瑞金医院志愿者服务的活动基
本覆盖了所有的工作日。一位患者家属称：“很意外医
院里还有人弹钢琴，听着音乐，我心里舒服很多。 ”图
为高中生志愿者张紫苇近日在瑞金医院弹奏钢琴，用
音乐舒缓候诊、排队者的焦躁心态。

3.4亿元
民政部网站消息，7月 24日， 财政部、 民政部向山

西、 陕西和甘肃 3省下拨 3.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
助资金，用于近期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过渡性生活救助、 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
家属发放抚慰金，帮助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683个
据《河北日报》报道，近年来，石家庄市裕华区以

“让每一位学生每学期至少参加一个学生社团” 为目
标，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各级各类社团活动，全区各学
校学生社团以较快的速度实现规模化发展。 截至目
前，全区有文学类、艺术类、科技类等共计 683 个学生
社团，学生参与率达到 90%以上，丰富了校园文化。

30%
据新华网报道，近年来，大量民间慈善组织和行

动的出现， 正在成为政府公益慈善力量的有益补充。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
处副处长陈鲁南透露：“对中国草根慈善组织做过的
调查显示，能够生存两年以上的组织不到 30%，能够
生存 3－4 年的只有 15%，这个队伍的不稳定，与其活
动资金来源有很大关系。 ”

25亿人
据中新社报道，第 67 届联合国大会 7 月 24 日通

过决议，将每年的 11 月 19 日设立为“世界厕所日”，
以推动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建设，倡导人人
享有清洁、舒适及卫生的环境。据悉，全球目前仍有 25
亿人缺乏厕所等基本环境卫生服务，11 亿人随地大小
便，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

6.68万件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 日本厚生劳动省 7 月 25 日

发表的 2012 年度日本虐待儿童调查数据显示，与
2011 年相比关于虐待儿童的咨询件数增加了 11.5%，
总数约 6.68 万件，再次刷新历史新高。 儿童被虐待内
容中， 有 65.5%的儿童是出于身体上的虐待，27.6%的
儿童得不到食物。

3.7万亿元
新华社记者从 7 月 27 日召开的中国环保产业高

峰论坛上获悉， 环保部正在修订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有望在年内公布征求意见稿。 同时，环保部正在牵
头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会议透露，我国用
于大气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的直接投入将达到 3.7
万亿元。

超六成网友认为
社会组织接手慈善超市后
宜加强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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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支持慈善超市由社会组
织运营吗？

A．支持，穷则思变，“易主”后
没准能改变窘困的现状；50%

B．不支持，社会组织或企业
接手后难免会让慈善“变味”；
31.87%

C．说不好，我保持中立。
18.14%

2、 你认为慈善超市原有模式
为何会问题重重？

A．现有慈善超市的定位一直
比较模糊；38.24%

B．管理运营死板，不能真正
顺畅达成慈善超市的定位；33.83%

C．宣传不足，人们认知度不
够，不能顺利整合社会资源并且对
有需求的人群有效服务。 27.95%

3、你觉得，社会组织接手慈善
超市后如何运营效果更好？

A．解决慈善超市定位模糊问
题，并加大宣传，消除误解，让慈善
超市发挥应有作用；11.28%

B．在透明度上下工夫，将募
得款物的使用情况及时反馈给捐
赠者，对销售情况及时公示；
63.73%

C．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
科学管理， 学习市场化运营经验，
吸引人们支持超市运营。 25% 截至 7 月 29 日 10 时许

近日，民政部下发《关于创新
慈善超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意见稿拟规定，民政部门
今后将逐步从慈善超市的全包全
揽中退出，慈善超市可交给社会组
织或企业来负责运行。 目前，我国
慈善超市一般都由民政部门负责
成立、管理等，运营普遍存在困难。

据悉，慈善超市起源于美国，
在我国已有十年历史， 超市具有
接受社会捐赠、物品变现、凭证向
特困家庭发放救助物品等功能。
一些超市还面向社会经营， 市民
在超市购物即是在做慈善， 平时
不用的物品也可捐献给超市。 截
至 2012 年底，全国已建立慈善超
市 9053 家，但其存在定性定位模

糊、募集能力弱、运行成本高、经
营能力低等问题。

“国内慈善超市要么是不具
备慈善功能的超市， 要么是不具
备超市功能的慈善。 ”中民慈善中
心副主任刘佑平在介绍国内慈善
超市现状时如是说。

此次民政部下发的文件中拟
明确，今后慈善超市要以社会化管
理和运营为发展方向，民政部门由
直接管理变为行政监督。鼓励将慈
善超市委托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
或企业进行运营，并鼓励以政府购
买服务形式进行委托，对慈善超市
具体负责人可公开招聘。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表示，此举将有利于推动各类民间

力量和政府进行合作， 进一步规
范、推动慈善超市的运营。

对于将慈善超市交给企业或
社会组织， 有慈善超市的负责人
表示质疑：“社区和街道之前投入
了很多资金、人力等等成本，现在
超市经营得好好的，交给企业，他
们能真正为百姓服务吗？ ”

你支持慈善超市由社会组织
运营吗？ 你觉得，社会组织接手慈
善超市后如何运营效果更好？《公
益时报》 与搜狐公益近日联手推
出“益调查”———“慈善超市或将
由社会组织运营，你怎么看？ ”显
示，63.73%的网友认为社会组织接
手慈善超市后在透明度上下工夫
运营效果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