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年购买
2252 个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据《光明日报》报道，2010 年以来，北京市级社会
建设专项资金已经连续设置 5 年，共购买了 2252 个
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总计投入 3.5 亿元。 已结项的
1544 个项目，参与社会组织达 34900 个次，服务对象
1120 万人次，开展活动 27 万场次，累计提供专业服
务 680 万小时，撬动配套资金 6 亿多元。

点评：比 3.5 亿元投入更值得关注的是 5 年的坚
持，政府购买服务必须成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

北京大学累计接收
校友捐赠 20.17 亿元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5 中国大学评
价研究报告》显示，最近 25 年来北京大学累计获校友
捐赠 20.17 亿，雄霸 2015 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榜
首，堪称“中国最赚钱大学”；清华大学获捐 13.89 亿
列第二，武汉大学获捐 11.29 亿居第三，中国人民大
学 7.58 亿列第四，浙江大学 6.39 亿居第五。

点评：这一数字很难与国外名牌大学相比 ，社会
捐赠是捐赠人的投票， 也是大学办学质量的重要指
标。

麻省理工获捐 1.18 亿美元
据彭博社报道，香港房地产大亨李德义 1 月 8 日

向其母校麻省理工学院(MIT)捐款 1.18 亿美元，以创
办一所房地产企业实验室，这是该校历史上收到的最
大单笔捐款之一。 麻省理工学院表示，这笔捐款将被
用于美国和国际留学生的奖学金，支持有关房地产可
持续发展及全球城市化的研究，以及实验室的在线课
程。

点评：从潘石屹到李德义，国人应逐渐习惯中国
人的国际性捐款，慈善视野和能力也是民族复兴软实
力的重要展示。

北京 2014 年
PM2.5 浓度降 4%

据《北京晨报》报道，市环保局公布的 2014 年治
霾清单显示，全市 2014 年 PM2.5 年均浓度为 85.9 微
克/立方米，比 2013 年下降了 4%。 PM2.5 一级优天数
比 2013 年大幅增加了 22 天，达到 93 天；重污染天数
由 2013 年的 58 天降至 45 天。

点评：治霾非一朝一夕之功，却属一呼一吸的大
事，任重而道远。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5 年 1 月 6 日 兰州民城集团 150 万元 教育助学 兰州大学

2015 年 1 月 7 日 华南美国商会 118 万元物资 扶贫助困 广东梅州五华县长源村

2015 年 1 月 9 日 企业家林晓辉 1000 万港元 儿童心脏科研究 香港大学

(2015 年 1 月 5 日至 2015 年 1 月 11 日)
（制表：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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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会关心公益组织晒账单的情况吗？
A.很关心，经常会看看一些公益组织的
网站、微博等 48.47%
B.一般，如果最近有特别的新闻发生或
者自己捐钱了才会去看看 30.77%
C.不太关心，就算捐了钱也不会去关注
20.76%

2. 你对现在大多数公益组织公开透明
的方式满意吗？
A.满意，如果需要，基本能在组织的官
方网站、微博等地方找到 13.5%
B.还算满意，有时候能很容易看到，有
时候不知道去哪里找 17.28%
C.不满意，大多数组织还是有些被动，
其官方网站上能找到的资讯不多或没
有 69.21%

3.你喜欢公益组织哪种晒账单的方式？
A. 在网站明显处能找到详细的披露就
可以了 62.82%
B. 在微博上经常更新、 与网友互动
22.98%
C.更喜欢微信订阅和推送，通过微信公
号来了解 14.2%

4. 你经常通过哪种渠道来关注了解公
益组织的财务情况？
A.主动关注他们的网站、微博或微信等
19.74%
B.参加公益组织的志愿活动，然后更深
入了解 13.09%
C.通过媒体的报道 67.17%

近七成网友
不满意公益组织晒账单方式

1 月 12 日，在兰州市城关区亚太慈善定西路餐
厅，几名环卫工人坐在一起吃早餐。 为了解决环卫
工人、留守儿童、孤儿、孤寡老人吃早餐难的问题，
由兰州工商总会发起， 甘肃亚太慈善基金会出资，
于 2014 年 3 月在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和安定门各
开办一家慈善早餐店，每天提供免费营养早餐 800
余份。

年终岁末， 各家公益组织纷
纷开始盘点一年的收成。

2014 年 12 月，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首度向公众开放手机短信捐
款平台，7 位捐赠者代表第一次走
进红基会办公地参观， 红基会方
面同时首次“晒”出短信小额捐
赠 4 年账单；30 日，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在第三届“中国妇女慈
善奖”颁奖大会上，以详实细致
的数据公布了 2013—2014 年度
公益账单； 云南鲁甸地震后，中
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等几十家基金会都
纷纷在微博、 网站上及时更新物
资运送、 筹款情况；2014 年年底，
针对地震紧急救援及灾后重建的
情况， 各家基金会也公布了善款
使用的汇总……

作为公众你会关心公益组织
晒账单的情况吗？ 你最喜欢什么
样的晒账单方式？ 如果你是一名
捐赠人， 对于现在的公开方式满

意吗？《公益时报》联手新浪公益、
问卷网、 凤凰公益推出益调查：
“你是否会关心公益组织晒账
单？ ”从 1 月 8 日 10 时至 1 月 12
日 14 时，共有 5797 名网友参与调
查。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网友会
不同程度关心公益组织财务公开
情况， 其中约 48%的网友会经常
关注公益组织的网站、微博，当发
生重大新闻事件时， 公益组织受
关注度更会显著提升。

根据《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
第五条规定， 信息公布义务人应
当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登记管
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工作
报告，登记机关审查通过后 30 日
内， 信息公布义务人按照统一的
格式要求， 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
的媒体上公布年度工作报告的摘
要和全文。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 信息公
开缺失、滞后等问题普遍存在。 同
时， 公众对于公益组织善款收支

情况也早已远远不满足于一份年
度报告。

年度工作报告是规定动作，
但是报告上的数字未免枯燥，也
存在不少公益组织信息披露并
不详尽易懂的情况。 在“你对现
在大多数公益组织公开透明的
方式满意吗？ ”一问中，近七成网
友表示对公益组织主动公开财
务信息的情况不满意，大多数组
织还是有些被动，尤其是其官方
网站上能找到的资讯不多甚至
没有。

看来，各家公益组织、募款平
台晒账单的节奏和方式也需要随
着公众的需求而做出调整。 在“你
最喜欢公益组织哪种晒账单的方
式？”一问中，62.82%的网友表示还
是在网站明显处能找到详细的披
露就可以了， 同时增强新媒体互
动，比如微博及时更新动态、与网
友互动答疑、微信推送等等，这些
方式受欢迎程度也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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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截至 1 月 12 日 14 时

@ 凤凰网广西南宁市网
友 lanyun19：

公益透明是义务，就算大
家都不去看就可以随便吗？

@ 南海共青团：
晒有很多技巧，信息化时

代为公益组织晒账单提供了
便利，你要看，我就晒，这就是
民间公益人的底气，也希望通
过民间公益组织的促进，把权
力关进受公众监督的笼子里。

@ 解救被拐儿童：
由于法律监管不完善，很

多公益组织财务数据从来不
向社会公开，募捐善款去向扑
朔迷离，捐款是否用于公益无
法保障。

@Named_ 启盛:
那么多的捐款 ， 希望能

公开公益基金的透明度 ，切
实能把每一分钱都落实到需
要帮助的人的身上！ 值得反
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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