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面对捐款 ，公益组织
是否需要审查来源？
A、不需要。 公益不问出
处，客观上公益组织也没
有办法审查。 25%
B、需要。 以避免出现打
着慈善的旗号粉饰形象
等情况出现。 63%
C、说不清楚。 12%

2、你觉得企业家为什么
要进行大额捐赠？
A、回报社会，履行社会
责任。 36%
B、体现个人情怀，实现
人生价值。 23%
C、提高声誉，沟通关系，
获取回报。 35%
D、其他。 6%

3、慈善荣誉是否需要建
立撤回机制？
A、需要，建立纠错机制
才能保证荣誉的含金量。
62%
B、不需要，任何荣誉只
是对当时行为的肯定，严
格评审流程及标准即可。
30%
C、无所谓。 8%

六成网友认为需要建立
慈善荣誉撤回机制

最近， 四川一家民营企业的
董事长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2008 年， 他在汶川地震前捐建的

“史上最牛希望小学” 曾名噪一
时。 这次，他却因涉嫌故意杀人等
21 项罪名， 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
公诉。

从去年卷入“刘志军案”中的
山西女商人丁书苗， 到 2006 年
“上海社保案” 中的张荣坤等人，
诸如此类的企业家， 都与慈善有
着联系。

2008 年汶川地震后， 前述四
川的那位董事长先后捐款 5000
万元，用于地震重灾区阿坝州、德
阳、绵阳中小学校的重建。 据媒体
报道显示， 该董事长捐款修建希

望小学达 20 余所，慈善捐款累计
近 3 亿元。 他还在 2007 年捐资 1
亿元人民币成立了慈善基金会，
专注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县的教
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丁书苗同样一向以慈善家的
形象出入公共视野。 据统计，截至
案发时，丁书苗共累计捐款 4.7 亿
元，曾获评“中国扶贫开发典型人
物”。

张荣坤则早在 2001 年初，就
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
活动上出手 200 万元， 拿下上海
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状元”。 2002
年张荣坤以福禧投资名义对外捐
赠额高达 2706 万元。到了 2004 和
2005 年度， 张荣坤捐赠势头有增

无减，分别为 2400 万元和 3800 万
元。

一方面是通过违法手段聚敛
财富，一方面是投身慈善事业，向
各类公益慈善组织捐出大笔资
金。 他们做的慈善给部分地方带
来了好处， 他们获得的慈善荣誉
也在一定程度上美化着他们的形
象。

那么对于公益慈善组织来
说， 是否需要在接受捐款时审查
捐款动机和来源以避免这种状况
呢？ 慈善荣誉是否需要建立撤回
机制？《公益时报》与新浪公益、凤
凰公益、 问卷网联手推出益调
查———结果显示六成网友认为慈
善荣誉需要建立撤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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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从 3 月 13 日 11 时
起至 3 月 17 日 10 时止 ， 共有
1837 位网友参与。

关于慈善荣誉是否需要建立
撤回机制，63%的网友认为需要建
立纠错机制以保证荣誉的含金
量；赞成不需要，认为任何荣誉只
是对当时行为的肯定， 严格评审
流程及标准即可的网友虽然不占

多数，但也达到了 30%的比例；认
为无所谓的则只有 8%。

对于公益慈善组织是否需要
在接受捐款时审查捐款来源，只有
25%的网友认同公益不问出处，客
观上公益组织也没有办法审查，不
需要审查来源；高达 63%的网友认
为需要审查，以避免出现打着慈善
的旗号粉饰形象等情况出现；另有

12%的网友觉得说不清楚。
对网友认为的企业家进行大

额捐赠原因的调查结果则显得较为
分散，排在第一位的是回报社会，履
行社会责任，占 36%；排在第二位的
是提高声誉，沟通关系，获取回报，
占 35%；排在第三位的是体现个人
情怀 ，实现人生价值 ，占 23%；另
有 6%的网友觉得是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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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3,868,836.41

本年度总支出 11,576,154.6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0,723,284.0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32,977.00

行政办公支出 678,100.5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7.3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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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5,901.00 4,210,000.00 10,395,901.00

6,185,901.00 4,210,000.00 10,395,901.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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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4,720.33 7,075,457.16 流动负债 5,788,660.59 320,693.67

其中：货币资金 7,561,362.33 6,948,1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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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57.98 361,073.26 负债合计 5,788,660.59 320,693.67

净资产合计 8,367,217.72 7,115,836.75

资产总计 14,155,878.31 7,436,530.4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4,155,878.31 7,436,530.42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9,141,409.53 2,309,126.29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774,191.81 4,806,710.4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799,673.70 4,670,000.00 10,469,673.70

其中：捐赠收入 5,775,901.00 4,620,000.00 10,395,901.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852,870.63 10,723,284.04 11,576,154.67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10,723,284.04 10,723,284.04

（二）管理费用 811,077.50 0.00 811,077.50

（三）筹资费用 869.00 0.00 869.00

（四）其他费用 40,924.13 0.00 40,9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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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6,803.07 -6,053,284.04 -1,106,480.97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10 月 8 日五、监事：张连

截至 3 月 17 日 10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