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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公益盘点

关键词：裸捐 残障人出行 动物保护

� � 2015 年 12 月 1 日， 全球第七大
富豪、Facebook CEO 马克·扎克伯
格在女儿降生之际宣布， 将在有生之
年逐步捐出与妻子所持有的 99%的
Facebook 股份，用于拓展人类潜能，促
进下一代人的平等。“像所有为人父母
者一样， 我们希望你成长在更美好的
世界。”扎克伯格在脸谱网上把这样一
句话送给女儿。

扎克伯格捐赠股份的消息轰动全
球，按照目前的市值，这些股份的价值
约 450 亿美元。

这并非扎克伯格第一次大手笔捐
款。这位在美国《福布斯》杂志 2015 年
富豪排行榜上排名第 16 位的年轻人，
住着普通中产的房子， 开着价值 1.6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0 万元）的本田
汽车，却在 2014 年当选了“美国最慷
慨的人”。 2013 年扎克伯格向硅谷社

区基金会捐赠了 1800 万股脸谱网股
票，总价值约 10 亿美元，是当年美国
最大的一笔捐款。

扎克伯格本次声明之所以引人注
目，不仅因为其捐赠规模，还因为他仅
31 岁的年龄。 此前，大多数巨额捐赠
者都是在生命临近尾声时才做出如此
重大的捐赠决定， 扎克伯格夫妇此次
用行动为年轻富豪们做出了榜样。

事实上， 扎克伯格夫妇没有将
99%的财富捐给慈善机构， 只是将其
注入一家以自己姓氏命名的有限公
司，做了一份计划和承诺。

这家完全处于扎克伯格掌控下的
有限责任公司给了他更大的灵活性，
让他在处理捐款上更为游刃有余。 他
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分配该公司产生的
利润， 以及一生中要资助的对象和资
助多少钱。

“与所有人一样，出售股份时我们
也必须缴纳资本增值税。”扎克伯格表
示， 他向自己的公司转移股票本身不

是捐助，“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产生的
一切收益， 都会被用于继续慈善事业
所需的额外工作”。

扎克伯格“裸捐”引热议

2015 年 12 月
8 日， 瓷娃娃罕见
病关爱中心一位
乘坐轮椅的员工
乘坐东方航空公
司 MU5292，在下
机需要轮椅协助
时，遭到地勤人员
和客舱乘务员的
互相推诿。 事件再
次突显了身体障
碍群体的出行不
便以及航空业无
障碍建设方面的
诸多问题。

按《残疾人航
空运输管理办法》规定：承运人、机场
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为残疾
人免费提供登机、离机所需要的移动
辅助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登机、离机
时使用的轮椅和机上专用窄型轮椅；
承运人、机场应当为员工提供相关培
训，保证员工具备为残疾人服务的意
识、心理和技巧等。

9 日下午， 东方航空在其官方微
博“东方航空”就此事做出回应，并向
当事人道歉。 东航称，事发当天，该公
司已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表达了歉

意；并安排有关领导和部门将专程登
门看望并致歉。“我们将以此为鉴，不
断完善特殊旅客的保障服务；也将依
托航空平台，积极倡导社会对特殊旅
客给予更多的关爱和体贴。 ”

事后，东方航空承诺将与公益组
织合作，将残障人士的出行保障落到
实处。 目前，东航取消了残障旅客乘
机时需签署的免责条款，也是国内首
家删除该条款的航空公司。 此次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航空业对
于无障碍建设的重视。

“瓷娃娃”东航乘机遭推诿

环保志愿者“被嫖娼”
2015 年 12 月 3 日， 国内环保机

构自然大学和天津绿领的两名志愿
者在福建省宁德市环保调研期间被
当地警方带走，理由是“涉嫌卖淫嫖
娼”，引发广泛关注。 次日，当地警方
称，经调查，二人无违法行为，予以结
束传唤。

联想到环保志愿者此前在宁德
等地对企业污染行为展开调研和
监督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舆论不
免认为此次事件恐怕不是误会那
么简单。

近些年来，民间人士、环保公益组
织以及媒体等参与的环境监督对环境
保护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令人

焦虑的是， 大多数此类监督都会遇到
阻力和困难。

“残友”新三板上市
2015 年 12 月 4 日，深圳市残友集

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卫宁透
露残友集团已正式在新三板上市，“成
为中国及全球首家上市的社会企业”。

残友集团是一家解决残疾人集中
就业的高科技商业公司， 并通过商业
化运作模式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 在
2015 年的慈展会上，在国内首次揭晓
的民间社会企业认证的 7 家企业中，
残友集团赫然在列。残友集团的上市，
表明弱势群体也能借助高科技实现强
势就业。

其他热点事件：

沉寂三年后又悄然谋求挂牌“新
三板”的福建归真堂药业再次遭到动
物保护组织的反对。 2015 年 12 月 14
日，归真堂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披露其申请挂牌的有关文件。 15
日， 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
（下称“它基金”）即发表声明表示反
对，并致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监管部门，希望其在审核时考虑它
基金的反对意见。 24 日，它基金召开
发布会，坚决反对该企业上市。

这并非归真堂首次谋求登陆资
本市场。 2009 年 11 月，归真堂在福建
地方媒体上刊登上市辅导公告。 随
后，市场掀起一片反对之声。

时至 2012 年 2 月 1 日， 归真堂
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证监会公布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企业基本信息情
况表。 2013 年 4 月 3 日，证监会公布
了一批中止审查的拟 IPO 企业名单，
归真堂在列。 2013 年 6 月，在 IPO 自
查“大限”的最后一周，归真堂表示，
因“IPO 不是好时机”，因此“上市宣
告终止”。 据了解，这是因为证监会考
虑到它基金等提出的反对声音。

对于时隔 2 年半归真堂再次冲
击资本市场，它基金依然是持反对态
度。 在 12 月 24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它基金理事长、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
人张越表示，活熊取胆是一个极端残
忍而且不必要的产业，活熊取胆是我
国中药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的一个
严重障碍。

归真堂熊胆粉产品以保健品为
主，“送礼” 价值远超过药用价值，诱
人的利益是归真堂转型最大的阻碍。
此前， 归真堂欲在 A 股 IPO 时就因

“活熊取胆” 遭到多家动物保护组织
反对，面对质疑却抛出“活熊取胆熊
很舒服”等言论，最终以“不是好时
机”为由放弃 IPO。 此番登陆新三板
再次遭遇阻击。 曾担任国家首席兽医
的贾幼陵认为，此法造成感染的概率
在 99%以上，会对动物造成终身伤害
和痛苦。

归真堂再谋上市

患有成骨不全症的“瓷娃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