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你参与过捐红包做公益活
动吗？

A、经常参与；12%
B、偶尔参与；54%
C、没参与过；30%
D、考虑参与；4%

2. 你如何看待公益组织或个
人发起的“捐红包做公益”倡导？

A、 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公益
筹款形式，可以号召更多人支持公
益事业；36%

B、由于红包数额较小，其公益
倡导意义大于实质意义；37%

C、 需对发起方的动机和善款
使用加强监管；20%

D、需要进一步观察；7%

3.如何确保 “红包公益 ”不变
质，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A、管理部门应加强监管，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37%

B、发起方必须做到公开透明，
及时向社会公布善款的使用情况；
48%

C、通过微信、QQ 等第三方平
台，引入社会监管，让更多人监督
善款的使用情况。 15%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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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网友表示捐红包做公益
发起方应及时公布善款使用情况

“捐红包，做公益。 ”春节期间，
不少公益组织及公益人士都发出了
捐红包支持公益的号召， 希望大家
从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中捐出一小
部分， 支持自家机构或者一些好的
公益项目。

据《扬子晚报》2 月 2 日报道，
今年大年初一，镇江“一分钟公益”
组织发起人、镇江知名网友“我爱刘
德华”联合该市妇联、团市委在朋友
圈发起了“每人五元钱———为环卫
工人送口罩”活动，希望网友从自己
在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中捐出一小
部分用来支持公益。短短几天时间，
该活动就筹集“口罩款”近 2000 元。

“我爱刘德华”表示，大年初七上班
后， 他将把包含着诸多网友爱心的
红包款， 购买防雾霾口罩送到环卫
工人手中。

此举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
却也引来一些质疑。 部分网友认
为，这一做法更像是作秀，且红包
能否真正用在环卫工人身上也很
难保证。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近几
年来“捐红包做公益”已成为一种
趋势，甚至成为很多公益机构新的
筹款模式。

据媒体报道，2016 年春节前，腾

讯公益发起了“遇见更好的未来”新春
红包项目，其中包括“新年给山里娃送
新衣”“过年啦捐个老师吧”“贫困孤儿
助养”等 20个项目。用户可以通过“发
红包”的方式给上述项目中的受助人
捐款，由对接的公益机构筹措物资送
上关怀。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超过 321
万人次参与了上述活动，共捐出 3197
万元红包。

2015 年 2 月 9 日， 免费午餐发
起人邓飞利用微信朋友圈召集人们
加入“青螺营”；2 月 12 日，邓飞揭
晓任务———“抢红包捐午餐”， 号召
大家将抢到的红包捐给“免费午餐”
公益项目。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螺
营”网友共筹集到近 182 万元善款。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有分析
称，在红包公益中，参与者不只是公
益项目的资助者， 还可以成为劝募
者。作为参与者之一，网友除了将抢
到的红包捐出去之外， 还可以发起
“一起捐”或者转发募款链接，为公
益项目筹款。更重要的是，通过红包
公益，参与者还可以传递公益理念，
加深公众对于公益事业的理解。

然而，随着红包公益的流行，不
少人也担心， 善款能否真正用到需
要帮助的人身上， 善款的使用该由

谁来监管。就此话题，《公益时报》联
合问卷网、 凤凰公益和新浪公益共
同发起了本期益调查———你愿意捐
出春节红包做公益吗？

调查从 2 月 9 日 14 时发起，截
止到 2 月 13 日 9 时， 已有 1065 名
网友参与。数据显示，近七成网友参
与过捐红包做公益活动， 其中 12%
的网友经常参与。 30%的网友则表
示没参与过类似活动。

对于如何看待公益组织或者
个人发起的“捐红包做公益”倡导，
36%的网友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灵活
的公益筹款形式，可以号召更多人
支持公益事业；37%的网友表示，由
于红包数额较小，其公益倡导意义
大于实质意义；20%的网友则认为
需对发起方的动机和善款使用加
强监管。

如何确保“红包公益”不变质，
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37%的
网友表示管理部门应加强监管，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48%的网友表示，
发起方必须做到公开透明， 及时向
社会公布善款的使用情况； 另有
15%的网友希望通过微信、QQ 等第
三方平台，引入社会监管，让更多人
监督善款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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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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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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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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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1425.32 40046037.29 43117462.61

3071425.32 40046037.29 43117462.61

17150.00 0.00 17150.00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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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18891.40 69898363.77 流动负债 94810.66 370424.89

其中：货币资金 27738216.58 2355119.25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27553865.61 27139952.37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427788.95 277173.53 负债合计 94810.66 370424.89

净资产合计 90305735.30 96945064.78

资产总计 90400545.96 97315489.6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90400545.96 97315489.67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36303028.97 45133856.12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54002706.33 51811208.6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379797.95 43117462.61 44497260.56

其中：捐赠收入 0.00 43117462.61 43117462.61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37857931.08 0.00 37857931.08

（一）业务活动成本 36283824.67 0.00 36283824.67

（二）管理费用 1376397.45 0.00 1376397.45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97708.96 0.00 197708.9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34286635.46 -34286635.46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191497.67 8830827.15 6639329.48

投资收益 828856.18 0.00 828856.18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7 年 1 月 5 日五、监事：沈水荣

韬奋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