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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六成网友认为
全民可公益时代已经到来

截至 9月 11日 11时 环
保

■ 本报记者 李庆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各
行各业变革发展， 公益领域也不
例外， 互联网公益让公众参与公
益越来越便捷， 参与度也越来越
高。

前些日子， 在朋友圈刷屏的
公益项目“一元购画”，一天之内，
就有 580 万人参与并募得资金
1500 万元。 看到这惊人的速度之
后，人们开始感叹互联网“病毒式
传播”带来的巨大力量。

9 月 5 日是国际慈善日。赶在
这个时点， 中国互联网领域的两
大巨头阿里和腾讯也分别召开了
关于公益的发布会。

9 月 4 日，腾讯正式启动了今
年的“99 公益日”。 这是腾讯公益
首创的一个公益活动， 今年已经
是第三个年头。 腾讯拿出 2.9999
亿元配捐额， 根据腾讯公布的数
据显示， 在今年的 9 月 7 日至 9
月 9 日期间，超过 130 家公募机构
以及近 6700 个各领域的公益项
目参与。 若将时间轴拉长至过去
的十年， 腾讯公益平台累计捐款
21 亿元，达 1.2 亿人次。

就在 9 月 7 日腾讯配捐的第
一天， 仅半天的时间由于公众的
捐赠热情太过高涨，让“腾讯云”
系统瘫痪，大平台崩盘。

今年“99 公益日”还推出了一
种创新性互动体验模式———公益
市集。

“99 公益日·市集” 挑选了优
质公益伙伴案例进行展示和互
动，在北京、深圳、上海、成都、杭
州五地同时举行， 让各地市民一
站式感受到“指尖公益”的力量与
成果， 亲身体验跨界融合浪潮下
的公益新玩法。

9 月 5 日,阿里巴巴也发起了
首届“95 公益周”，并向社会发出
“人人 3 小时，公益亿起来”的倡
议， 呼吁每人每年捐出三小时用
于践行公益， 让公益行动改变自
己， 改变生活， 唤醒更多人的善
意、善心和善行。

目前， 手机淘宝和支付宝均
已上线了“3 小时公益”，用户可以
便捷地进行公益分享、环保扶贫、
支教助学、 志愿服务等多种多样
的公益行动，累积自己的公益时。
截至 9 月 5 日零时， 已有超过
7000 万人次参与“3 小时公益”行
动， 公众参与公益行动的热情超
出预期。

腾讯主要创始人、 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
陈一丹在“99 公益日·市集”上表
示：99 公益日引发社会回响，全民

公益时代来临。 阿里巴巴集团总
裁、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金建杭在“95 公益周”上也表示，
人人参与全民公益时代已经来
临。

那么， 随着公益形式越来越
多元化， 互联网公益促使公众参
与公益越来越便捷， 动辄上亿人
次的参与， 是否说明全民公益时
代真的到来了呢？ 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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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9 月 7 日 10 时开始， 截至
9 月 11 日 11 时， 共有 1003 位网
友参与调查。60.35%的网友表示全
民公益日已经到来；28.12%的网友
则认为还没有到来， 公众的公益
能力和意识尚未完全觉醒；61.28%
的网友表示依靠移动互联网技术
手段可以实现全民公益。

“一元购画”、99 公益日、“95
公益周” 对公益行业及公益机构
而言，有何作用？ 52.80%的网友表
示利用创新的模式、 技术及资金
的支持， 可以号召更多的公众参
与公益。 29.13%的网友表示，在资
金驱使下，公益项目更看重筹款，
执行效果未提升。 18.07%的网友
表示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 不断
调整。

网友留言：

北京市 107个慈善组织获审批
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今年 8 月 1 日，北京市

共审批成立慈善组织 107 个， 其中基金会 106 个、民
办非企业单位 1 个。 364 家基金会、3 家慈善协会被认
定慈善组织，2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正在认定过程中。据
不完全统计，去年 9 月以来本市慈善组织运作了 2000
多个公益项目，项目收入总额 30 多亿元，支出总额为
近 25 亿元。

点评：《慈善法》的落实必须得到省级及省级以下
民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与推进，北京市开了一个好头。

蚂蚁森林宣布将投入 2 亿元
用于防治荒漠化

据新华网报道，2016 年 8 月，蚂蚁金服上线“蚂蚁
森林”，用户每在手机里养成一棵虚拟树，蚂蚁金服和
公益合作伙伴就会在地球上种下一棵真树。截至 2017
年 8 月底， 蚂蚁森林用户超过 2.3 亿， 累计种植真树
1025 万棵，种植总面积超过 16 万亩。蚂蚁金服首席战
略官陈龙透露，未来蚂蚁森林项目将投入不少于 2 亿
元，用于荒漠化防治工作，用真金白银建设绿水青山。

点评：与 2 亿元的大额投入相比，运用互联网思
维引导公众参与更加值得肯定。 怎样把资金的公益影
响最大化是每一个公益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淮安周恩来红军小学发放
7500 册《慈善读本》

据《慈善公益报》消息，9 月 4 日上午，江苏省淮安
市淮安区慈善总会在淮安周恩来红军小学举行《慈善
读本》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由中华慈善总会无偿提
供的 7500 册《慈善读本》现场发放到该校 4 个校区、
3-6 年级的 131 个班级的学生手中。

点评：让慈善理念的宣传、教育和培养从娃娃抓
起这句话不再是一句空话，需要有远见的慈善组织大
力推进慈善进校园活动。

今年前 7 个月环保按日计罚
超 7 亿

据《法制日报》报道， 今年前 7 个月,全国实施按
日连续处罚案件共 622 件 , 罚款数额达 76134.65 万
元。 据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介绍， 今年前 7
个月,全国实施五类案件总数 20631 件。 其中,查封扣
押案件 9020 件；限产停产案件 4720 件；移送行政拘
留 4715 起；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1554 起。

点评：监管部门的行政执法与社会组织的公益诉
讼应该互相配合， 集全社会的力量推进环境保护工
作。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9月 8日 恒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000万元 教育事业 儋州市教育基金会

2017年 9月 10日 文一集团 1000万元 教育事业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年 9月 10日 陕西三八妇乐集团 1000万元 教育事业 西安交通大学

(2017 年 9 月 4 日至 2017 年 9 月 10 日)
（制表：王勇）

9 月 5 日是中华慈善日，也是国际慈善日。国际慈
善日是为了纪念在 1997 年 9 月 5 日逝世的特蕾莎修
女，同时也为了客观认识并动员全世界人民、非政府
组织和利益相关者通过志愿者和慈善活动帮助他人。
除了一些中规中矩的公益活动，各国爱心人士为了更
好的慈善募捐，无论是泥地狂奔、冰水挑战，还是千人
瑜伽、僵尸赛跑，可谓“套路”满满。 图为科索沃普里什
蒂纳，民众参加圣诞老人跑步活动，为科索沃贫困家
庭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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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 感谢全民
时代的到来， 帮助别人会
让自己变得快乐， 感谢互
联网这个平台。

走天涯 ：99 公益日 3
天 1268 万人次参与捐赠 ，
这 还 不是 全 民 公益 时 代
吗？ 我也参与了捐赠，是帮
助那些大病的患者。 真心
希望我的这份爱能让他们
脱离病痛， 也希望我们的
社会越来越和谐， 时刻充
满着爱。

直到世界尽头 ： 现在
说中国进入了全民公益时
代似乎还为时尚早吧 ，像
我和我身边的许多朋友都
没有参与捐赠。

1、你认为全民公益时代是否已经到来了？
A、是的，99公益日就是全民公益发展的重要

体现。 60.35%
B、没有，公众的公益能力和意识尚未完全觉

醒。 28.12%
C、说不清楚。 11.53%

2、99 公益日、“95 公益周” 等活动能否真正
让全民参与公益？

A、 可以，依靠移动互联网技术手段可以实
现。 61.28%

B、不可以，公益是一种日常行为，并非是在
某一个特定时间集中参与。 21.98%

C、说不清楚。 16.74%

3、“一元购画”、99 公益日 、“95 公益周 ”，对
公益行业及公益机构而言，意味着什么？

A、利用创新的模式、技术及资金的支持，号
召更多公众参与公益。 52.80%

B、在资金驱使下，公益项目更看重筹款，执
行效果未提升。 29.13%

C、无法判断，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调
整。 1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