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留言：

� � 绯色 F： 纯白的小蜗牛：
只为自己利益不顾生命的公
司，一定要抵制。

关于那些小事儿 ： 有很
多东西可以代替熊胆， 为什
么要从活体的熊身上取 ，良
知在哪里？

阳光 child：平心而论，熊
胆如果真有疗效，也应该取之
有道，善待黑熊，绝不能笼中
虐养。

熊救团：上市企业是优秀
企业的代表，也应该承担相应
的社会责任，仅从自身利益出
发，缺乏对生命最基本尊重的
企业， 无论是伤害或是挂牌，
都不应该让这样的价值观引
导企业风向。

断连断年：合理地进行成
分提取是应该的，极端的动物
保护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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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家互联网机构
发起网络公益倡议

据新华网报道，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
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文明网、阿
里巴巴、腾讯、百度等 １０６ 家互联网机构于 12 月 １７ 日
下午共同发起《让互联网成为爱的海洋———发展网络
公益倡议书》。 号召社会各界“通过网络公益汇聚起爱
心的涓涓细流，让公益弥漫在网络的每一个角落，让网
络成为‘爱的海洋’”。

点评：面对不可阻挡的“互联网＋”时代潮流，如何
借助网络的强大力量壮大公益事业是社会组织必须尽
快解答的课题。

全国 77%的县
纳入义务教育“全面改薄”

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有 77%的县被纳入“全面
改薄”实施范围，覆盖学校达 21.8 万所，规划投入资金
5227 亿元。 根据规划，到 2018 年，纳入规划的每所学
校都将达到“一人一床位”“一人一课桌凳”等“底线”要
求。

点评：随着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的加大，学校硬
件建设已日趋完善， 公益慈善组织需要思考如何从硬
件捐赠向软件支持转型。

澳华商向西悉尼大学
捐 350 万澳元

据澳洲网报道， 华裔商人黄向墨近日向西悉尼大
学捐赠了 350 万澳元， 这笔捐款将用来建立一所澳中
艺术与文化学院，致力于研究中国艺术和文化。

点评：慈善也是实力的一种，国际化的慈善视野才
能带来国际化的影响力。

8 起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
弄虚作假案例被曝光

据新华网消息，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 各级环保部门共
查实 ８ 起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及数据弄虚作假典型违
法案例，已全部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并对 １０ 名相关责
任人处以刑事或行政拘留。

点评： 数据弄虚作假的背后是对信息公开透明的
恐惧，从另一侧面显示着信息公开的力量。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5 年 12 月 18 日 海南省福建商会 1000 万元 建设福州大学泉港石
化学院校图书馆 福建省光彩事业促进会

2015 年 12 月 19 日 绿地集团 1500 万元教学器材 教育事业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2015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0 日)
（制表：王勇）

1.您认为归真堂是否应该上市？
A.不应该，这样的企业应该被限
制或者禁止 58％
b. 应该， 既然是合理合法的企
业，就有上市的资格 31%
c.无所谓，还是让政府部门决定
吧 11%

2.您认为“活熊取胆”被法律允
许是否合理？
A.不合理，“活熊取胆”是对动物
的一种残忍虐待， 应该禁止
65%
b.合理，通过正规的方法“活熊
取胆”，满足社会需求，应该合
法 26%
c.不清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决
定 9%

3.您认为对于 “活熊取胆”的争
议应该如何避免？
A. 应该尽快研制功效相同的熊
胆替代品 61％
b. 熊胆作为我国中药的重要原
料不能替代， 应该严格制定行
业标准， 保证对动物的伤害最
低 34%
c.不清楚，不好说 5%

12 月 20 日，在武汉长江大桥清洁队的“救人姐”
涂晓珍的邀请下， 长江救援队队员来到了长江大桥
桥堡下，与 30 余名环卫工人们进行了会面。 两支队
伍达成一致：今后互留电话，及时沟通，桥上桥下共
同救援。 长江队队员赵汉清以现场模拟救人的方式，
给几名环卫工培训了心肺复苏。

12 月 14 日，福建归真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归真堂)
申请登陆新三板的消息一经传
出，迅速引起各界关注。

归真堂并非第一次申请上
市 ，早在 2009 年 11 月，其就向
证监会提交登陆 A 股的上市申
请，但从 2011 年开始，有媒体报
道称该公司主营熊胆系列产品，
原料是从活黑熊身上直接提取，
对于这种“活熊取胆”的企业应
该禁止上市，随后更多的媒体以
及动物保护组织加入到反对行
列， 舆论持续发酵，“它基金”联
合崔永元、姚明、丁俊晖、毕淑敏
等 72 位知名人士更是向中国证
监会信访办递交吁请函，希望对
归真堂的上市申请不予支持及
批准。

但是面对舆论的反对，归真
堂公开表示：“养熊是林业部颁
发正式批文，生产熊胆粉也是于
1995 年卫生部所颁发药准字号，
属合法行为。 ”原卫生部药政局
副局长、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
司司长张世臣表示：“目前的法
律法规框架下，养熊取胆是合法
允许的。 ”

最终在 2013 年 4 月，中国证

监会宣布归真堂 IPO 中止审查，
这也宣告其申请 A 股上市失败。
如今，归真堂再次申请上市，只是
避开了审查严格的 A 股市场而选
择相对宽松的新三板。 截至 2015
年 8 月， 该公司养殖的黑熊已由
499 只增加到了 899 只。 每年预计
可繁殖小熊 100 只以上。

这次归真堂申请上市的消息，
依旧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沈阳
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姜琦表示：“对
于因活熊取胆而引发的争议一直
都存在，而解决这一争议的办法就
是研制替代产品。 ”“它基金”也在
第一时间发布正式申明称，将坚决
反对归真堂的上市申请。

12 月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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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熊取胆的归真
堂又要上市，你怎么看？

截至 12月 21日 11时，58%的
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准许这样的企
业上市，因为他们利用活体动物进
行产品生产，一旦上市就代表了市
场对于这类企业行为的认同，将进
行进一步融资扩大规模，加大对动
物的伤害；31%的受访者表示对于
企业而言，只要其自身经营模式合
理合法，就有上市的资格，归真堂

“活熊取胆” 的方式在我国目前的
法律法规框架体系内，是完全合法
的，就应该通过其上市申请。

对于“活熊取胆”这一行为被
法律允许是否合理的问题，有 65%
的受访者表示不合理，不论在此过
程中采取怎样的医学手段麻痹活
熊的痛感，其本身仍是对于熊的一
种虐待，应该被禁止；有 26%的受
访者认为只要采取正规的医学方
式进行“活熊取胆”，既降低活熊受
到的次生伤害，又满足当前社会医
疗领域的需求，应该是一种合理的
行为。

在如何能够避免“活熊取胆”
的争议上， 有 61%的受访者表示
社会对于熊胆粉的需求是客观存
在的，但是“活熊取胆”毕竟不是
长久之计， 应该尽快研制功效相
同的替代品进行替代， 就可以避
免这样的争议； 有 34%的受访者
认为当前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

“活熊取胆”这一行为本身对于动
物是否属于虐待， 而熊胆作为我
国中药重要的原料， 需求是毋庸
置疑的。 所以，应该制定严格的该
行业标准，让“活熊取胆”更严格、
更规范，对熊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就能够免除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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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真堂再次申请上市
近六成网友反对

截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 11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