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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内需平均每月减贫 100万
据《新京报》报道，目前全国有 14 个集中连片特

殊困难地区、12.8 万个贫困村。 截至 2014 年底，还有
2948.5 万个贫困户、7017 万贫困人口。贵州、云南、河
南、广西、湖南、四川 6 个省区贫困人口均超过 500
万。 在五六年内减贫 7000 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
1170 万，平均每月减贫 100 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
十分艰巨。

点评：“任务重”意味着需要更多更精准的投入，
但同时需要注意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 ，重
量更要重质。

中国首个网络安全专项基金
获捐 3 亿元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2 月 3 日，中国互联网发
展基金会网络安全专项基金成立， 全国政协常委、周
大福企业有限公司主席、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郑
家纯向基金捐赠 3 亿元。主要用于奖励网络安全优秀
人才、优秀教师、优秀标准、优秀教材，资助网络安全
专业优秀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支持网络安全人才培养
基地等重要工作。

点评：互联网企业大额捐赠以及向互联网领域进
行大额捐赠的出现，意味着互联网已经成为公益慈善
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法国规定未售罄食物
需捐给慈善组织

据英国《每日邮报》2 月 5 日报道，为杜绝食物浪
费现象， 法国政府决定禁止超市丢弃未售罄食物，并
捐给需要的慈善组织，成世界首例。 这种做法意味着
超市将签署一份捐赠协议，明文列出超市将如何捐赠
剩余食物。此外，这项政策还会进一步实行罚款措施，
对于违反该做法的商户，将处以 7.5 万欧元(约合人民
币 55 万元)的罚款甚至拘留。

点评：通过再分配改善贫富分化是慈善事业的重
要意义之一，过剩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更多如法国一
样的努力。

138个城市禁放烟花爆竹
据新华社消息，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显示， 中国实行烟

花爆竹禁放的城市有 １３８ 个，出台限放政策的城市有
５３６ 个。“禁燃”和“限燃”的城市还在继续增加。 上海、
郑州等城市也在近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点评：无论是禁或者限，多数公众表示理解。 但不
能一禁了之，要为公众提供便利，以其他方式欢度新
年，这样效果才能长久。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6年 2月 2日 千木(海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00万元 资助贫困残疾人 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

2016年 2月 2日 万达集团 1000万元 扶贫帮困临时救助慰问等 大连市慈善总会

2016年 2月 14日 海协会 500万元 台南地震救援 台湾红十字组织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14 日)
（制表：王勇）

春节期间六成网友
自愿参与了公益慈善活动

正月初七，节后第一天上班，大连市慈善总会
一楼大厅熙熙攘攘地汇集了百余人，他们有的是小
学生，有的是初中生，每个人胸前佩戴着义工证，手
里举着 100 元、200 元不等的现金……这是慈善总
会义工分会项目组的“慈爱宝贝”和“慈善少年”正
在捐赠压岁钱。 （苗慧 ）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日前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郭村镇有企
业曝出镇政府通知捐款的红头文
件。“被捐款”的话题再次引起各
界热议。

在郭村镇的这份红头文件
中，明确列出了捐赠对象和任务，
例如党政联席会议成员每人 500
元，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每人 200 元。 此外企事业单
位、部门根据规模大小，每家 1000
元到 2 万元不等，多捐赠不限，每
村（社区）则捐 3000 元。

文件指出，“自愿捐赠和指令
性捐赠相结合， 以指令性捐赠为
主。 ”

有企业担忧不捐款会惹麻
烦， 郭村镇表示坚决否认，“一切
自愿，企业捐款与否、为啥不捐，
由计划表中的镇领导对接， 事后
也不可能处理未捐款或捐款不足
的企业，更不会找茬找麻烦。 ”

根据红头文件的描述， 捐款
的目的在于“弘扬中华民族扶贫

济困的优良传统， 帮助弱势困难
群体度过寒冷的冬天”。

新春佳节，帮助、慰问困难群
众，本是一件温暖人心的好事，也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然而郭
村镇的做法， 却依然引起了很多
人的反感。

当然对红头文件的反感并不
代表着当下社会爱心的匮乏。 临
近年底， 公益组织也发起了诸如
送农民工回家、捐赠新年新衣、春
节公益行等多种多样的关爱行
动，得到了公众的积极响应。 也有
很多人自发地组织各类关爱弱势
人群的活动。

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 春节
公益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并引起
社会各界的关注。 为真实了解公
众参与春节公益的现状，《公益时
报》联合问卷网、新浪公益、凤凰
公益推出“益调查”———过年了，
你被捐款了吗？

本次调查自 2016 年 2 月 4 日
9时起，至 2016年 2月 15日 9时，

共有 1128名网友参加。 调查结果
显示，近六成网友春节期间自愿参
与了公益慈善活动。 其中 32%的网
友主动参与了公益组织发起的相
关活动，还有 26%的网友自发做了
公益慈善方面的事情。

于此同时，27%的网友明确表
示被捐款了， 单位提出了明确要
求，不捐不行。 28%的网友表示单
位有倡导，但没有明确要求。

两组数据放在一起， 可以看
出， 其实当前公众并不缺乏做公
益慈善的意识， 大家反感的只是
被强制慈善。 公益组织等相关机
构需要做的是去引导他们的公益
慈善行为。

此外，对于春节政府部门应该
如何关爱弱势人群，54%的网友认
为应该出台相关政策，解除弱势人
群改善发展状态的制度障碍。 29%
的网友则认为应该兑现理应兑现
的公共救助。认为需要把社会的交
给社会，引导公益组织来实施各类
关爱行动的只占 17%。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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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截至 2016 年 2 月 15 日 9 时

胡建兵：又到年关，各地
都开展送温暖活动。 郭村镇
委、 镇政府通过发红头文件
的形式，募捐。 这种做法虽然
有不妥的成分， 但其初衷还
是好的。

叶祝颐 ：捐款，捐的是一
份心意。 人的经济能力有大
小，家庭情况千差万别，企业
效益也大不一样。 哪怕是十
元二十元的捐款， 传递的也
是一份善念、一份爱心。 不管
政府募捐的出发点是什么 ，
给慈善捐赠定标准确实不妥
当。

duda1979： 不用考虑太
多，想捐就捐，想捐多少捐多
少 ，有机会 ，有时间 ，最好亲
自确定好帮扶对象 ， 让心意
落到实处。

tingtingjiongjiong： 让我
们一起用爱暖热这个冷冬 ，
让这个冬天不太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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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节你被捐款了吗？
A、被捐款了。 单位提出了

明确要求，不捐不行。 27%
B、单位有倡导，但没有明

确要求。 28%
C、没有被捐款。 45%

2、春节你自愿参与公益慈
善活动了吗？

A、 主动参与了公益组织
发起的相关活动。 32%

B、 自发做了公益慈善方
面的事情。 26%

C、 没有参与公益慈善活
动。 42%

3、春节政府部门关爱弱势
人群应该怎样做才合适？

A、出台相关政策，解除弱
势人群改善发展状态的制度障
碍。 54%

B、 兑现理应兑现的公共
救助。 29%

C、社会的交给社会，引导
公益组织来实施各类关爱行
动。 17%

国
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