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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27 日，微博网友“韩
家小乖雪”发布了一张红衣女
子哺乳的照片，并配文“姑娘，
你在地铁上这个样子真的好
吗？ 哦对了，可能你忘记这是
哪里了， 那我提醒你一下，这
里是北京的地铁之上，不是你
们村的公交车。 ”随后，北京往
事公益组织官微“北京往事网
站”以“公共场所注意举止不
要裸露性器官”为题，复制“韩
家小乖雪”图文信息，进行二
次发布，引发争议。

这两条微博发出后， 众多
网友向“北京往事网站”及“韩
家小乖雪”提出抗议，认为偷拍
女子哺乳并发微博的行为不道
德，并对哺乳女子表示理解。随
后，“北京往事网站” 删除了微
博内容。 11 月 29 日，“北京往
事网站”发微博致歉，并称注销
该微博 ID。 官微宣布注销后，
北京往事网站也暂停运营，线
下志愿活动暂时停止。

事发后， 拍照并首发微博
的微博用户“韩家小乖雪”也删
除了原始微博并发微博道歉。

地铁哺乳当事人的丈夫

方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天
下午他和妻子带着 3 个多月
大的女儿去医院就诊，乘坐地
铁回家时，由于孩子有吐奶的
习惯，一次不能喂太饱，他们
在医院喂了一次，在地铁上孩
子又饿了，开始哭闹，妻子实
在没办法，只好给孩子喂奶。

该事件发生后，网络上绝
大多数声音都是对照片发布
者的声讨以及对哺乳妈妈的
支持和理解。 网友们纷纷认
为，妈妈喂孩子奶是天经地义
的事情，照片的发布和传播者
还涉嫌侵犯肖像权和隐私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过官微
表示：“第一时间进行母乳喂
养是每一位哺乳妈妈和宝宝
的权利，包括在公共场所。 ”知
名儿科专家张思莱医师也发
微博批评道：“个别人心理阴
暗，将哺乳的乳房认为是性器
官非常不准确。 ”同时呼吁政
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母乳喂
养的具体措施。

江苏都市报《现代快报》
以《公共场所哺乳只能用衣服
挡 谁的尴尬？ 》为题，大幅报

道了南京地铁母婴室建设的
现状，“目前，南京已开通的地
铁线路只有珠江路站设有母
婴护理室， 预计明年投入使
用；主要汽车站和火车站均设
有母婴哺乳室，但有的无人使
用时会上锁，使用需联系车站
工作人员。 ”市民谈起母婴哺
乳室都是一肚子苦水，“太少
了，找不到就只能用衣服挡一
下。 ”“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
带孩子出门。 ”

虽然大多数人对公众场
合哺乳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仍
有少数人持不同看法。“我认
为妈妈给孩子喂奶应该尽量
找一个较私密的场所，不应该
随意袒露身体，免得周围的人
感到尴尬。 ”85 后男网友“行云
流水”介绍，有一次乘坐公交
车时，遇到一位年轻妈妈在拥
挤的公交车上给孩子喂奶，让
一旁的自己觉得十分尴尬。

公共场所哺乳问题在饱
受争议的同时，也折射出我国
在对女性和婴幼儿权益的保
障方面做的远远不够。 为此，
《公益时报》联合新浪公益、问

卷网和凤凰公益推出益调查：
关于公共场合哺乳，你怎么看？

调查从 12 月 10 日 14 时
发起， 截至 12 月 14 日 9 时，
共有 7417 人参与。 结果显示，
94%的网友认为当妈妈的很不
容易，我们应该多一份理解和
体谅； 仅有 4%的网友认为这
种行为不合适，有伤风化。

与此同时，网友热议如何
能更好地保障哺乳妈妈的权
益，其中 58%的网友认为公众
场合应设立“母乳喂养室”；
31%的网友认为应设置相关法
律法规， 保护哺乳母亲的权
益；11%的网友认为应加强社
会公众舆论宣传，培养公共自
觉意识。

从“公共场合哺乳，如何
避免尴尬”这一问题的回答可
以看出，网友并没有觉得遮挡
物可以解决这一尴尬问题。
42%的网友认为应视具体情况
来定，23%的网友认为可以出
门携带遮挡物，18%的网友认
为应选择较为隐蔽的地方哺
乳，仅有 17%的网友认为可以
利用着装的方便来避免尴尬。

■ 本报记者 李庆

超九成网友
对公众场合哺乳表示理解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4 日 9 时

我们认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代表处 2014年 12月 31日财务状况以及 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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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 额

本年度总收入（含总部直接拨合作单位的资金） 68,633,481.71
本年度总支出（含总部直接拨合作单位的资金） 85,607,602.8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75,275,973.3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712,172.43
行政办公支出 2,619,457.09
公益事业支出占本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09.6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2.07%

� � 本基金会代表机构（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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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基本信息

二、代表机构基本信息

三、公益活动情况
1．公益支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公益项目情况

四、财务审计报告

五、登记管理机关意见： 民政部
2015 年 6 月 23 日

� �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 2014 年度主要成果概览

WWF 推选最具潜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
1月 14日，五家中小企业的气候创新技术获得WWF 2013中国“气候创行者”称号。 如果这些技术在 2023年达到预期市场份额，则有望实现每年超过 1.23亿吨的二氧化碳减排

量。
定制台湾自然教育之旅
1月 24日， WWF与台北市野鸟学会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动两岸基于社会参与式的自然保护的专题培训和交流。 双方将以台湾关渡自然公园

自然保护系统为起点，提供一个包括自然公园、保护区、重要湿地、博物馆等在内的多样化的自然保护参访菜单，为相关管理、研究机构、民间团体以及公众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地球一小时：全球共此时 发挥你的环保力量
2014年是地球一小时活动开展的第八年，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 3月 29日，中国有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成都、西安、深圳、广州、杭州等在内的近二百多个城市参与地球一小时

活动。 全国各地的企业也开展了各种多姿多彩的活动，玛卡西尼在晋江组织了环保骑行活动，点心移动还在微博发起了 #动动手指拯救地球 #活动，号召手机节电。
WWF 报告呼“平河梁自然保护区首次拍摄到野生大熊猫”的消息。 这组在 2014年 1月至 2月间拍摄的照片表明，陕西省平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仍生存着部分大熊猫个体。 此

次拍摄所使用的被动式红外触发相机由WWF资助布设。
WWF 携手湖南省探索低碳经济转型新模式
6月 10日，在第二个全国低碳日， WWF和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湖南省发改委）在长沙签署了《关于开展低碳发展合作的框架协议》，共同探索湖南省低碳经济转型的

新模式。
联合国气候峰会
9月，WWF-中国与WWF国际网络一道，参加了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的联合国纽约气候峰会。围绕中国的能源转型与气候行动，召开了非政府机构的圆桌论坛,为中国的

气候行动献计献策。
《地球生命力报告》发布
9月 30日，WWF中国在北京举办《地球生命力报告 2014》发布会。 报告指出，在过去 40年内，全球野生动物的数量已减少一半。 中国的生态足迹在增长，而生物多样性却在下滑。

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不可持续的生态足迹威胁着自然系统和人类生活。
WWF 人工湿地项目受到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的认可及大力支持
水利部在今年参观考察WWF的人工湿地处理农家乐污水项目后，人工湿地项目受到其高度认可，认为是解决农村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
长江江豚将按照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要求保护
10月 14日，国家农业部正式发出通知，江豚将按照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要求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和管理。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江豚种群，多了一张更加坚固的“盾牌”。江豚

保护的升级，是WWF开展护豚保护工作的一个突破。
2014 长江湿地保护网络年会发布《西昌宣言》
10月 30日至 31日，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四川省林业厅、凉山州人民政府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四川西昌邛海边联合举办 2014长江湿地保护网络年会。 会议期间，共同

发布了《携手保护流域湿地，共建长江生态文明———西昌宣言》。
万科加入 WWF“碳减排先锋”项目成为全球首家房地产行业成员
11月 13日，万科集团宣布正式加入WWF “碳减排先锋”项目（Climate Saver），成为全球房地产行业中首家“碳减排先锋”成员企业。
国家公园体制高层论坛
国家公园体制高层论坛由WWF与伙伴发起并在京召开， 拉开多方参与谏言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序幕，8个业务主管部委的专家首次同台分享了各自对国家公园的发展和基于不

同利益诉求的管理体制方案。 WWF从旗舰物种生态系统及其管理破碎化治理的角度，代表机构阐述了WWF对建设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理解、建议和初步设想。
第六届世界公园大会在悉尼召开，中国政府聚焦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11月 13日-19日全球 10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公园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 WWF、国家林业局和 IUCN一起在悉尼世界公园大会上主办了主题为《走向生态文明———探索有

利于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国家公园体制》的分论坛。
2014 利马气候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 20次会议于 12月 1日到 12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 12月 8日，WWF与合作伙伴一起在利马合办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研讨

会”及“中国角中国企业日边会”。
东北豹红外照片 BBC 获奖
来自WWF中国的 3张与野生东北豹相关的红外照片，近期荣获 2014年 BBC野生动物红外相机摄影大赛编辑奖，同时获奖的还有WWF-尼泊尔的老虎照片。
赤水河流域开启 PES 流域保护新模式
12月 16日，全球环境基金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与全球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正式启动，WWF参与设计的 PES流域保护新模式得到政府、企业、社区、NGO多方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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