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七成网友赞成对动物实施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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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70 号

2010-01-11 业务主管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0 号楼 239 办公室

68918931 互联网地址 http//ef.bit.edu.cn

杨宾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1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97,811,301.02

本年度总支出 17,606,066.2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6,272,837.1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407,803.38

行政办公支出 595,508.8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6.6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5.7%

� � 本基金会（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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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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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67,683.85 0.00 61,667,683.85

55,804,366.14 0.00 55,804,366.14

6,346,166.14 0.00 6,346,1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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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10,533.70 132,924,844.51 流动负债 21,021.65 4,374.08

其中：货币资金 1,390,998.34 2,623,844.5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30,235,624.49 15,135,489.09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86,164.48 82,776.94 负债合计 21,021.65 4,374.08

净资产合计 97,811,301.02 148,138,736.46

资产总计 97,832,322.67 148,143,110.5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97,832,322.67 148,143,110.5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48,776,633.26 65,073,339.86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49,034,667.76 83,065,396.6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7,879,421.24 30,054,080.42 67,933,501.66

其中：捐赠收入 31,613,603.43 30,054,080.42 61,667,683.85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7,606,066.22 0.00 17,606,066.22

（一）业务活动成本 16,272,837.10 0.00 16,272,837.10

（二）管理费用 1,003,312.27 0.00 1,003,312.27

（三）筹资费用 329,916.85 0.00 329,916.85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3,757,373.82 -13,757,373.82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4,030,728.84 16,296,706.60 50,327,435.44

投资收益 6,181,954.45 0.00 6,181,954.4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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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 5 月 3 日
报道，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动物保
护区对其全部动物实施安乐死。

因为当地政府拒绝将动物安置
到一处新地点， 这个名叫 Lion's
Gate 的动物保护区 4 月份处死了 3
只狮子、3 只老虎和 5 只熊。 该保护
区所在地此前曾多次遭遇洪水袭
击，其共同所有人琼·劳布认为已经
没有其他办法来保护这些动物了，
除非搬迁新址。

对于动物安乐死的做法， 美国
科罗拉多州的这一案例早已不是第
一起，更不会是最后一起。

据英国《每日邮报》 报道，从
2013 年至 2016 年间， 英国国防部
总共将 231 只军犬安乐死， 有的军
犬甚至还不到 8 岁。 大多数的军犬
有严重的疾病或生理受伤， 但是也
有生理健康的军犬因性情问题而被
处死。

善待动物组织（PETA）英国分
支主任艾丽莎（Elisa Allen）表示：

“在军队的军犬并不是自愿去冒生
命危险的。 它们应当有自己的养老
医院来安享晚年。 而对于没有办法
达到标准的军犬， 应当给予一句感
谢，而不是一针致命。 ”

报道称， 尽管嗅探犬大多可以
跟训练员共度余生。 但对于看门狗
而言， 它们具有侵略性因此很难被
收养。有 46 只军犬就因性情问题而
被处死。 2013 年时，在威廉王子从

英国皇家空军退役以后， 他的两只
看门犬也被安乐死。

对于军犬安乐死一事， 英国国
防部发言人称：“军犬在部队里具有
重要作用， 虽然大多数军犬退役后
受到安置， 但有少数军犬因对公众
有害，并无法再接受治疗，所以必须
接受安乐死。 ”

被称为“世界最悲伤狗”的拉布
拉多犬 Lana， 曾因一张在收容所中
无比忧郁的照片而走红。于 2016 年
1 月， 在加拿大动物收容组织的帮
助下结识了自己的新主人，然而，在
短短的两个月后新主人将它再次退
回了收容中心。

为此，收容所最近发布消息，除
非有新的领养者出现， 否则将会被
迫在 Lana 生日， 也就是 5 月 20 日
这天对它实施安乐死。

台湾最美女兽医简稚澄，2 年
的时间亲手结束了 700 多个流浪动
物的生命， 最终因为网络上对她安
乐死的谩骂， 及无法推进政府的改
革力度， 给予流浪动物更好的生活
环境， 而选择用动物的安乐死药物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如今，不仅是台湾地区，在美
国、日本、罗马尼亚……许多国家对
待动物，都在采取安乐死的方式。

美国卡罗莱纳州每年都会有超
过 2500000 只动物被“安乐死”，即
每天就会有近 700 只动物会因为没
有人愿意领养而被杀。

在日本， 动物收容所内的狗狗
如果超过 7 天没有被领养就会被管
理人员执行安乐死。

就此话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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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对动物实施安
乐死的做法是否合理？

本次调查从 5 月 18 日至 5 月
22 日 11 时，1040 位网友参与了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网友在对动物实
施安乐死这个做法上比较认同。

超六成网友表示对实施动物安
乐死是合理的， 安乐死是管理动物
风险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8%网
友认为动物享有生老病死的权利，
人类不应该采取安乐死的方式剥夺
动物的这一权利；23.08%的网友觉
得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 应在保护
和伤害间找到平衡。

关于解决动物安乐死的争议，
21.22%的网友认为，应该修订《动物
保护法》，对“动物零安乐死”作出明
确的规定； 近五成网友认为动物具
有生存的权利， 立法中应完善动物
安乐死的标准。

对于身边若出现将动物进行安
乐死的情况， 仅有 4.32%的网友表
示坚决抵制， 不允许此类现象的发
生； 近八成的网友认为如果动物的
疾病造成动物非常痛苦的情况下，
会选择让动物没有感知和感觉平稳
的死亡；18.35%的网友会视具体情
况而定。

1、你认为对动物实施安乐死合
不合理？
A、合理，安乐死是管理动物风
险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
68.92%
B、不合理，动物享有生老病死
的权利， 人没有对其采取安乐
死的权利。 8%
C、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棍
子打死”，在保护和伤害间找到
平衡点。 23.08%

2、在目前的情况下，你认为应
如何解决关于动物安乐死的争
议？
A、修正《动物保护法》，对“动物
零安乐死” 作出明确的规定。
21.22%
B、动物具有生存的权利，立法
中可完善动物安乐死的标准，
发挥监督部门的作用。 49.67%
C、呼吁和鼓励让收养动物代替
购买动物。 26.86%
D、说不清楚。 2.25%

3、你的身边若出现将动物安乐
死的情况，你会怎么做？
A、坚决抵制，不允许此类现象
的发生。 4.32%
B、如果动物的疾病造成动物非
常痛苦的情况下， 可能也会选
择让动物没有感知和感觉平稳
的死亡。 77.33%
C、视具体情况而定。 18.35% 截至 5 月 22 日 11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