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募得 600多万善款
托管公益机构先进后退

据央广网消息，4 岁南京女孩媛媛（化名）罹患罕
见脑瘤收到大量善款。 媛媛的父亲柯江和南京本地
公益组织“博爱之家南京爱心妈妈群”签订了协议，
将 600 多万善款交由他们托管。 然而 8 天后，南京博
爱妈妈之家因为“没有明确解释和票据支持，柯江执
意汇出款项”正式发布退出托管的声明，此事在网络
上引起波澜。

点评：目前，个人是否可以发起捐款倡议，对收到的
善款如何支取、分配，由谁来管理，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规
定。 为捐赠行为立规迫在眉睫。

3.61 亿元
公益金被违规改变用途

我国第一份针对彩票的审计公告 ２５ 日由审计署
发布。 公告显示，２３ 个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被违规改
变公益性用途，涉及金额 ３．６１ 亿元。 有 ２０４．７２ 亿元彩
票资金结存在财政部门、彩票公益金使用单位等超过
一年以上未使用； 有 ３４ 个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因决
策失误等原因建成后长期闲置或未能正常使用，涉及
金额 ２．６８ 亿元。

点评： 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状况将决定公众对我
国彩票事业的形象认定，不仅必须被纳入审计 ，更应
定期考量其使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挪用公款 5.5 万英镑帮穷人
入狱 1 年半

据《华商报》消息，英国威尔特郡斯温顿镇议会
工作人员斯蒂夫·肖恩， 三年来利用自己的职务，将
5.5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54 万元）分发给他认为需要
帮助的穷人，虽然他自己并未从中获利，但是法官仍
判他入狱服刑 18 个月。

点评 ： 真正的慈善需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 。
善心不一定有善果 ，公益慈善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
工作 。

中国石化
去年环保整治投入逾 120亿元

中国石化 6 月 24 日在京发布《中国石化 2014 年
社会责任报告》。 根据报告，中国石化 2014 年落实了
公司提出的“碧水蓝天”803 个环保综合整治项目的
71.7%，落实投资总额 228.7 亿元的 52.9%，投资额达
到 120.98 亿元。

点评： 巨大的投资额并没有换来公众对中国石
化环保形象的系统改观，原因何在，需要中国石化认
真反思。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5 年 6 月 23 日 广东三正集团 500 万元 教育事业 广东省教育基金会

2015 年 6 月 23 日 联想集团 1000 万元 志愿服务工作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2015 年 6 月 22 日至 2015 年 6 月 28 日)
（制表：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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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是否赞成北京市为失独老人
设立专门养老院的做法？
A．赞成，有类似背景的老人相处
起来会更加融洽， 可以避免见到
其他老人的儿女时可能产生的负
面情绪。 67.71%
B.不赞成，有同样悲剧的人聚在
一起 ， 只怕 负面情 绪更 重 。
16.48%
C.说不清楚，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15.81%
� � �
2.你认为还有哪些有效改善失独
老人养老现状的方法？
A. 公益组织和社工的介入帮扶。
25.40%
B.全面开放二胎政策。 21.73%
C.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多元
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52.87%
� � �
3.你身边的亲人、朋友一般会选
择什么方式养老？
A.机构养老。 19.17%
B.社区养老。 19.41%
C.居家养老。 56.96%
D.“以房养老” 等新兴的养老模
式。 4.46%

4 月 25 日， 邻国尼泊尔遭遇 8.1 级巨震袭击，我
国众多社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 截至 2015 年 6 月 15
日 16 时，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接收社会捐赠
428.595936 万元，其中资金 328.595936 万元，物资 100
万元(含有捐赠承诺函未到账的资金)，已落实资金物
资 107.754833 万元。 图为基金会考察了解灾区需求。

近日， 北京市将出台失独老
人接收方案： 由公办养老机构兜
底，其中，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
将改造成为专门接收失独老人的
示范性养老机构。 今年，北京市还
将对全市老年人的经济、 健康状
况进行评估， 为不同情况的老年
人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

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增“失独
家庭”7.6 万个， 目前至少有 200
万老年人面临无子女照料的情
况。 而北京市此次出台的失独老
人接收方案， 由专门的养老机构
为失独老人的养老兜底， 解决了
这一群体的后顾之忧。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等 5 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做好北京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
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明确，对于独
生子女伤残、 死亡的家庭中失能
或 70 周岁及以上老人可安排入
住公办养老机构。 而北京市第五
社会福利院正在进行改造， 将成
为专门接收失独老人的示范性养
老机构。

“主要考虑到失独老人没有
子女， 如果他们和其他老人混住
的话， 怕产生精神上不适的情
况。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

说，“改革将采用‘老人老办法，新
人新办法’的方式，现已入住福利
院的老人不受影响， 今后将不再
接收其他老人， 慢慢将北京市第
五社会福利院过渡为一个只接收
失独老人的福利机构。 ”

除了北京以外，近些年，全国
其他各大城市也都开始关注失独
老人问题。 广州市民政局表示，广
州市老人院即将投入使用的慈心
大楼将设置容纳 50 个床位的失
独老人专区；在上海，无再生育可能
的失独家庭达 7000余户， 为此，当
地区县政府将每人每月 150元的扶
助金调整为每人每月 250~300元，
将一次性补助金调整为 5000~8000
元；而南京市的居家养老创新模式
也为失独老人提供了另一条安度
晚年的途径。

对此，部分专家表示：帮扶失
独家庭是一项系统工程， 建立失
独养老院只是扶助的第一步。 经
济扶助、医疗救助、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等多方面都处于起步阶
段。 各地帮扶制度仍存在标准过
低、形式单一、覆盖面窄等问题，
我国应从扶助金、 医疗救助到养
老院等方面， 建立全面化系统化
的失独老人帮扶制度。

失独家庭“扎堆”取暖的新闻
在不断刺激着公众的泪腺。 究竟
应该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公益时
报》联合新浪公益、问卷网和凤凰
公益推出本期益调查： 你是否赞
同将失独老人们聚集到一起，为
他们提供专门的服务？ 你认为还
有哪些有效改善失独老人养老现
状的方法呢？

本次调查从 6 月 25 日开始，
截至 6 月 29日 11时，调查结果显
示，近七成网友赞同北京市为失独
老人设立专门养老院，认为有类似
背景的老人相处起来会更加融洽，
可以避免见到其他老人的儿女时
可能产生的负面情绪。 16.48%的网
友不赞同为失独老人设立专门养
老院，认为有同样悲剧的人聚在一
起，只怕负面情绪更重。

针对有效改善失独老人养老
现状的方法，52.87%的网友认为需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多元化
的养老服务体系。 25.40%的网友
认为公益组织和社工介入帮扶的
方法更加有效。

对身边亲人、 朋友一般会选
择的养老方式， 近六成网友选择
居家养老的方式，19.41%的网友表
示会选择社区养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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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爱飞 8858：
不要总是从北京开始 ，不能

一起设立吗？ 每次看到那些失独
老人， 就觉得好可怜！ 有钱的还
好，请得起保姆，没钱的身体不好
还要辛苦工作，真的很难过！ 有的
家庭甚至老伴常年瘫痪在床，政府
那点补助真的起不到什么作用 ！
希望有关部门多下下基层，了解他
们的需要。

Yumigo 冰子：
我认为可以社区养老和机构

养老结合。 对于一些有自理能力
的失独老人可以在社区养老 ，在
社区设立服务站， 由专业社工提
供心理辅导， 各种小组活动等服
务， 前几天看报纸广州已经设立
了几个这样专门为失独老人服务
的服务站啦。

海阔天空随心随缘：
治标不治本，老人需要的不是

处所而是陪伴，心里的孤独寂寞是
多好的物质条件都无法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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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网友赞同
失独老人集中养老

截至 2015 年 6 月 29 日 1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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