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今年 2 月份， 国内多地出现
连续数天的雾霾， 市民面对超过
300 的空气污染指数， 除了戴口
罩、少出门之外，似乎也不能有更
多行动。不过，石家庄市新华区的
李贵欣却做出了令人颇感惊讶的
举动， 他拿着一份行政诉状到石
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申请立
案， 诉状中的被告是石家庄市环
境保护局。

李贵欣的代理律师河北马
备站律所的吴玉芬律师表示，本
案是全国首例因质疑政府未能
有效履职导致公民财产、 健康权
受损， 由自然人以个人名义向政
府索求损害赔偿的行政案件，是
一起典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案
件一旦立案受理将影响巨大。

因霾天向环保局索赔

河北省石家庄市市民李贵欣
因旷日持久的雾霾天气感到身体
受到伤害， 经过 3 个月对环保局
公布的霾天数据进行收集作为证
据后，李贵欣决定诉诸法律。

2 月 20 日，李贵欣以石家庄
市环保局治霾无力对其提起行政
诉讼， 将其告上石家庄市裕华区
人民法院。 在起诉石家庄市环保
局的诉状中， 他提出三点诉讼请
求：一、请求被告依法履行治理大
气污染的职责；二、承担给原告造
成的经济损失 1 万元；三、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谈到 1 万元金额理由时，李
贵欣称， 自己在家买了空气净化

器是需要成本的， 但他同时也表
示，就算真的拿到这 1 万元，他也
会用于救助其他雾霾的受害者。

作为民间环保 NGO，中华环
保联合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马
勇有着丰富的公益诉讼经验，他
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这种案
件的出现说明公民的环境保护维
权意识增强， 以前我们可能借助
于媒体或者一些外部力量来维护
个人诉求， 现在直接拿起法律武
器维权，这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
同时， 公众的关注也为这种进步
加速。 ”

主动解除代理关系

浙江绍兴市民间环保 NGO
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徐馨
石就对这起诉讼并不看好， 他觉
得这是一个个人的合理主张，并
不能算作是公益诉讼， 其次这起
诉讼更多是试探，“但这种民告官
估计立案可能性不大。 ”

从李贵欣 2 月 20 日递交诉
状，到 3 月 3 日已满 7 个工作日，
法院能否立案成为焦点。但据《公
益时报》记者 3月 2日晚间致电帮
助李贵欣进行辩护的河北马备站
律师事务所， 据当班的李姓律师
讲，李贵欣已经从该律所拿走了相
关辩护材料， 他也与该律所律师
解除了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关系。

至于李贵欣为何在法院表明
是否立案受理的前一天解除聘请
合同， 是否又在他所聘请了其他
律师，这位律师并没有多谈，只是

模糊表示“当事人有可能受到了
压力”。

截至记者发稿时， 石家庄市
裕华区人民法院还未发布就此事
是否立案的消息。

“状告环保局实为民众发出
的警告”

或许 “因雾霾状告环保局全
国第一人”并不能带来“因雾霾状
告环保局全国第一案”，但媒体的
关注、网络的聚焦、网民的热议某
种程度已经达到了诉讼的目的。

如今的李贵欣已被媒体贴上
了 “因雾霾状告环保局全国第一
人”的标签，但法院立不立案并不
乐观。

立案难的解决路径主要被聚
焦在法院受案范围的扩大。 此外
也有学者建议引入行政公益诉
讼 。 观察 “李贵欣诉石家庄市环
境保护局 ”一案 ，虽然李诉请被
告赔偿其经济损失 10000 元 ，但
其主要目的还在于 “请求被告依
法履行治理大气污染的职责 ”。
这正是一起以私益之名的公益
诉讼。

雾霾侵害公民财产和健康权
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作为受害
人， 公民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对生
命健康和财产权的保障， 并监督
职能部门积极有效地作为， 虽不
计成败也值得鼓励。

(节选自 《京华时报 》特约评
论员王云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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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物资、专项资助、国际交流及开展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业务活动。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 0058

1998-08-22 业务主管单位 卫生部

北京西城区南纬路 27 号

83158730 互联网地址 www.cfhpc.org

张梅颖 原始基金数额 8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50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35,484,502.68

本年度总支出 30,332,361.9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9,610,157.7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77,107.87

行政办公支出 160,999.6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83.4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室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43%

� � 本基金会（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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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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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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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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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05,148.00 1,000,000.00 36,405,148.00

33,170,273.51 1,000,000.00 34,170,273.51

32,663.92 0.00 32,6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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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18,078.41 39,123,178.50 流动负债 23,132.36 20,974.94

其中：货币资金 25,194,239.40 36,298,630.18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38,490.82 52,655.41 负债合计 23,132.36 20,974.94

净资产合计 32,933,436.87 39,154,858.97

资产总计 32,956,569.23 39,175,833.9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2,956,569.23 39,175,833.91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2,933,436.87 39,154,858.9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6,542,100.03 0.00 36,542,100.03

其中：捐赠收入 36,405,148.00 0.00 36,405,148.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0.00 30,332,361.93 30,332,361.93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29,610,157.77 29,610,157.77

（二）管理费用 0.00 719,957.58 719,957.58
（三）筹资费用 0.00 2,246.58 2,2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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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0.00 6,209,738.10 6,209,738.10

投资收益 109,117.83 0.00 109,117.83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12 月 30 日五、监事：李建国

河北市民因雾霾诉环保局 （上接 06 版）
“善款为何成了‘个人

隐私’？ ”2 月 16 日，周筱赟
发微博认为，根据《北京市
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第
15 条，慈善组织应主动向社
会公开捐赠财产的来源、种
类、 价值等接受捐赠信息，
捐赠财产用途、使用效果等
捐赠财产使用信息。

显然，争执双方分别引
证了不同的法律条款。

在 26 日的“正益论”论
坛上，这个现象引起了与会
专家的高度关注。

“地方政府部门出台的
政府规章，要求公开程度较
高，而法律效力较强的行政
法规，要求社会信息公开程
度低一些，几个条规之间存
在一定冲突，这是制度本身
导致的。 ”金锦萍表示，从下
位法服从上位法原则来看，
李亚鹏认为嫣然的信息披
露符合法律法规强制性规
定，“一定程度可以理解”。

嫣然医院作为一家民非
组织，与其直接相关的法律法
规是 1998 年国务院颁布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以及 2014年 1月 1
日才施行的《北京市促进慈善
事业若干规定》， 而与嫣然基
金相关的，则是国务院颁布的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颁
行)、民政部发布的《基金会信
息公布办法》(2005 年颁行)。
这些法律法规，对民非组织和
专项基金所承担的社会公开
要求度是不同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

理事长刘选国在解释完嫣然
审计情况后称，近几年，红基
会的社会信息披露一直走在
国内前列， 几次获福布斯排
行榜公募基金第一名， 在政
府部门没有对专项基金审计
作出硬性规定的情形下，也
连续几年主动做到了这一
点，“问题是， 要公开到哪一
步才够？ ”刘选国问。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
光介绍，目前中国慈善组织
在信息公开方面有三重管
理， 一是国家法律法规强制
规定，一是行业自律，一是机
构内部自律。“从法律法规要
求看，国内对慈善机构透明度
的要求全世界最高，此外国内
慈善机构整体透明度又相当
低，以 100 分计，全国慈善信
息公开得分大约 33分， 基金
会是 50多分。 ”慈善机构负责
人要有全部公开透明的勇气，
但“如果捐款人要求不披露，这
个权利是要尊重的”。

而未来在完善慈善组织
信息公开立法方面， 金锦萍
建议，一定要注意区分慈善
组织的强制性信息公开和
自愿性信息公开，慈善组织
公共性强弱导致信息公开
要求不同，以及慈善组织内
的可公开信息与不得公开
信息的界定。

另外，由中国红十字总
会委托派出的独立第三方
审计机构已经进驻红基会，
对嫣然天使基金进行专项
审计， 而相关审计结果，最
快要到 3 月份出来。

（张木兰据公开资料整理）

观点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