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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七成网友赞成对发布
“虚假公益广告”的公司重罚

670 万户因病致贫返贫户
实现脱贫

据新华社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670 万
户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 今明两年健康扶
贫工作将全面推进解决“基本医疗有保障”的突
出问题，确保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保
到位”。

点评 ：杜绝因病致贫返贫 ，需要全面的保障政
策 、更多的财政投入和多渠道的社会救助 。

汛期以来
共有 1991 万人次受灾

据新华社消息， 自进入 6 月份防汛关键期以
来，截至 7 月 11 日，共有 1991 万人次受灾，129.8
万人次紧急安置，58.2 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
未来一周南方地区还将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与
前期强降雨区域高度重叠，防汛形势严峻。

点评 ：确保主汛期安全 ，需要调动社会各方力
量积极投入抗洪抢险工作 。

全国生源地助学贷款
15 日全面启动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将
于 7 月 15 日全面启动，并确保助学贷款“应贷尽贷”。
目前，各地正在推行合同电子化、错峰受理、分散受
理、手机及网上预约办理等创新方式，进一步提高了
助学贷款的受理效率。

点评：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 ”的情况下 ，社会力
量助学需要切实调整方向和策略。

全国 80%以上行政村
开展清洁行动

据新华社消息，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
成效。 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 80%以上行政村开
展了清洁行动，11 个省区市通过了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整省验收。

点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成为公益慈善行业
的项目盲点。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7月 8日 隆基·兰大校友 1.5亿元 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兰州大学

2019年 7月 10 日 绿地控股集团 1000 万元 设立绿地—兰大留学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

2019年 7月 11日 湖南省山东商会 1.5亿元 精准扶贫 山东省革命老区和贫困山区

(2019 年 7 月 8 日至 2019 年 7 月 14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勇

连日来 ，洪水肆虐潇湘大地 ，湖南省永州市零
陵区富家桥镇渔池头村 ，交通 、电 力 与通 讯 随 之
阻断 ，几乎成为一座孤岛 ，有 关部 门 迅 速展 开 救
援 。 这是 7 月 14 日 ，救援人员在用皮划艇转移受
困群众 （无人机拍摄 ）。

新华社发 （陈思汗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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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梢的上帝：
打着 公 益 的 幌

子罢了！ 罚的好！

紫荆城里的人：
但钱早就捐了 ，

还罚三千多万是不
是不合理呢？

Linzhijie：
食品 没 有 质 量

问题 ，随意了 ！ 并不
关心它的广告 ，我就
只是想吃，才买！

� � 1、你认为达利食品集团的“快乐助非遗，红包抢不停”活
动是公益还是骗局？

A、是骗局。 其广告与实际不符，是否全部进行了捐赠也无
法查证。 58.81%

B、是公益。 广告虽有问题，但实际进行了捐赠。 16.41%
C、不太了解情况。 目前还无法判断。 24.78%

2、你认为重罚 3673.04 万元应不应该？
A、应该。 重罚可以让公益更真实、纯洁。 73.83%
B、不应该。 会影响企业的公益热情。 16.72%
C、没有意见，与我无关。 9.45%

3、你认为公益组织与企业合作时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A、承诺的捐款是否及时足额到账了。 45.37%
B、 对合作中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 保证项目的公益性。

42.19%
C、保证信息对公众及时公布。 12.44%

6月 29日，淮安市委宣传部微
博发布消息称：涟水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经过前期 8 个多月辗转多地
深入调查，发现达利食品集团存在
以已撤销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益基金”、不存在的“中国文化保
护基金会”和实际红包数远低于允
诺的红包数发布虚假广告。

6 月 17 日， 涟水县市场监督
而在此前的管理局就已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 决定对达利食品集
团处以 3673.04 万元罚款。

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
分局是在接到市民钟先生的举报
后开展相关调查的。

钟先生投诉的 2 罐薯片。 其
中一款紫色罐装的可比克薯片，
罐身上印着“快乐助非遗，红包抢
不停”10 个字，其活动内容介绍也
很详细：活动期间，凡购买可比克
活动装薯片， 开盖扫描封口内二
维码， 即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 1
个或电子奖券， 并可参与助力非
遗公益活动及集卡活动， 获取其
他礼品。 消费者扫码获得现金红
包后， 可选择提现或助达利食品
集团进行捐赠， 还可点亮文化遗
产项目来参与宣传、传播活动。 消
费者选择助达利食品集团进行捐
助的金额， 将由达利食品集团全
部捐赠给中国文化保护基金会，
用于面向青少年开展非遗教育相
关活动。 该活动时间是“即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另外一款黄色罐装的可比克
薯片，文字则宣称：达利食品集团
将联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

基金发起“快乐助非遗，红包抢不
停” 公益行动……该活动时间是

“即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在之后开展的调查中， 执法

人员在市场上还发现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6 日”的可比克罐装
薯片， 其罐身依然是助力非遗活
动宣传的包装。

执法人员继续调查发现，罐
身广告宣传的与达利食品集团开
展助力非遗活动的 2 个公益组织
都不存在。

在继续的调查中， 广告宣传
的中奖红包和红包中奖率同样吸
引了执法人员的关注。

在活动装薯片的罐身上，关
于奖项设置非常明确地写着：本
次中奖红包总数量为 1.45 亿个，
红包中奖率为 36%。按 36%的中奖
率和红包总数 1.45 亿个计算，活
动期间产品市场投放的总量应该
超过 4 亿个可比克薯片罐体。 但
是，据他们调查统计，达利食品集
团投放在市场的活动产品总数仅
9000 多万个（罐）。

由此， 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决定对达利食品集团处以
3673.04 万元罚款。

面对巨额罚单， 达利集团就
此事公开发表声明， 称前述公益
活动真实有效， 只是在活动过程
中， 由于印刷供应商工作人员的
疏忽， 导致部分包装印刷出现了
一些失误。

按照达利集团的说法， 他们
只是错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印成“中国文化保护基金会”。

达利集团在声明中提到，根
据公司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以及第三方服务公司的协议约
定，受赠方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把本项公益捐赠用于向青少年
儿童开展非遗教育相关活动。 在
活动截止之后，公司已经将全部
善款捐赠至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该基金会已经向公司开具了
收款发票。

企业联合公益组织开展公益
活动， 进行公益广告宣传并不少
见， 但达利集团这种出现错误收
到巨额罚单的近年来还是仅此一
例。 那么， 公益广告究竟该怎么
做，3673.04 万元的重罚究竟应不
应该？《公益时报》联合问卷网、凤
凰公益发起本次益调查———达利
食品集团因虚假公益广告被重罚
3673.04 万元，你怎么看？

调查结果显示， 接近六成的
网友认为达利食品集团的“快乐
助非遗， 红包抢不停” 活动是骗
局，因为其广告与实际不符，是否
全部进行了捐赠也无法查证。

对于达利食品集团因此被罚
3673.04 万元，73.83%的网友表示
赞同， 认为重罚可以让公益更真
实、纯洁。

公益组织与企业合作时最应
该关注什么？45.37%的网友认为是
承诺的捐款是否及时足额到账
了；42.19%的网友认为应该是对合
作中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 保证
项目的公益性； 仅 12.44%的网友
认为最应该关注的是保证信息对
公众及时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