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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参加过此类募捐活动
吗？

A.参加过；68.19%
B.没参加过。 31.81%

2、 你如何看待当地教育机
构将善款分配给类似情况的孩
子？

A.支持，公开募捐不是“个人
求助”，本就是要帮助有困难的群
体， 并非只针对某一名受助人；
60.46%

B.不支持，捐赠人大多都因
图片中的“冰花男孩” 遭遇而捐
款， 应当尊重捐款者的意见。
39.54%

3、 你认为今后应如何避免
发生类似争议状况？

A.募捐发起方应在募捐发起
时将项目受助群体明确传递给潜
在捐赠人；37.07%

B.在募捐发起前，与潜在捐
赠人进行充分沟通， 尊重捐赠人
意见；38.35%

C.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募
捐”与“个人求助”的界限，加强普
及捐赠等相关概念。 24.58%

福利彩票去年筹集公益金
620 多亿元

据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全国福利彩票总销量连续第四
年跨越 2000 亿元大关，达到 2169.77 亿元；为国家筹
集公益金超过 620 亿元（计提数）， 同比增加约 30 亿
元。

点评 ：与我国的年度社会捐赠总额相比，福彩公
益金是一笔巨大的资金。 应该建立机制，让更多的社
会组织参与其中，以更有效的运用这笔资金。

4960 家基金会透明指数
平均值仅为 33.55

1 月 25 日， 基金会中心网“中基透明指数
FTI2018”发布。全国参与评分的 4960 家基金会的透明
指数的平均值仅为 33.55， 满分基金会数量达到 110
家，而 2012 年这个数目只有 17 家。 有 14 家基金会自
2012 年 FTI 发布以来的六年都保持着满分的高水准。

点评 ：在对信息透明越来越重视的当下，仅有头
部基金会的高水准是不够的，需要全行业信息公开透
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才能真正提高公益行业的公信
力。

美巡赛 2017 年慈善捐款
超 1.8 亿美元

美巡赛（PGA TOUR）和所属赛事在 2017 年总共
奉献了超过 1 亿 8 千万美元的善款，比 2016 年善款总
额多出 140 万美元。 2017 年创纪录的善款额，让美巡
赛历史总善款数额达到了 26.5 亿美元。美巡赛的善款
总额在 2005 年超越了 10 亿美元，在 2014 年初超越了
20 亿美元。

点评：赛事与慈善的有机结合将爆发出巨大的力
量，期待中国的运动界和公益界早日联手推出中国版
的“美巡赛”。

云南要求到 2020 年全省湿地
面积不低于 845 万亩

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贯彻落
实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
到 2020 年，全省湿地面积不低于 845 万亩，其中自然
湿地面积不低于 588 万亩， 湿地保护率不低于 52%。
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保持稳定，湿地生态功能逐
步恢复，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

点评： 湿地保护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意见》提
出探索建立湿地保护志愿者制度，充分调动社会力量
参与湿地保护的积极性，社会组织应主动参与其中。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1月 22日 上海南方国际集团 200万元 为民帮困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2018年 1月 25日 易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雷彪 500万元 美钦楼建设 永安一中

2018年 1月 26日 黑龙江省艾毓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万元 医疗卫生 中关村精准医学基金会

(201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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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六成网友支持将善款捐给
“冰花男孩”同类儿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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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连日的大雪给市民的生活和出行都造成了不
便，2018 年 1 月 28 日，合肥包河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组
织 200 多个团队上万名志愿者拿上铁锹和扫把， 走上
街头铲雪除冰。看到此景，不少普通居民也加入到义务
铲雪的队伍中， 其中欣园社区一名两岁的宝宝看到爸
爸在铲雪也拿起小铲子铲雪，令人感动。

图
片
新
闻

国
内

2018 年 1 月 9 日， 云南昭通
一名头顶风霜上学的孩子照片在
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照片中的孩
子站在教室里， 头发和眉毛已经
被风霜粘成雪白，脸蛋通红，穿着
并不厚实的衣服， 身后的同学看
着他的“冰花”造型大笑。 有网友
表示“看着好心疼”。

1 月 8 日，正值学校举行期末
考，上午期末考试考的是语文，因
为气温已经零下和路程较远，“冰
花男孩” 在-9℃的低温下赶路上
学， 这才变成了照片里满头雪白
的模样。照片是班级老师在 1 月 8
日 8：50 左右拍的， 流传到了网
上，引来全社会的关注。

事件被报道后， 很多社会力
量纷纷表示要帮助“冰花男孩”。 1
月 10 日，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组织和带
领青年志愿者，深入“冰花男孩”
所在的学校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
小学及附近高寒山区学校， 送去
了“青春暖冬行动”所募集的首批
10 万元的网友爱心捐款。 新街镇
转山包小学举行了简朴温馨的资
金发放仪式， 为在校的 81 名学
生， 每人现场发放了 500 元的第
一批“暖冬补助”。

然而随着后续报道的深入，
有网友质疑“捐赠机构收 30 万元
善款‘冰花男孩’仅得 500 元，无
法保证把捐款全部用到孩子手
上”。

1 月 16 日， 鲁甸县教育局局
长陈富荣回应表示， 在捐赠人没
有指定的情况下， 将用于解决类
似小满一样的孩子的问题， 大家
都能够分享。“如果把 30 万都给
了小满， 这应该也不是捐赠方真
正的目的，所以以点带面，让这个
区域的孩子们都能够实实在在得
到社会各方面的关爱。 ”并表示鲁
甸全县跟“冰花男孩”类似情况的
还有数以千计。

1 月 17 日， 据昭通市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公布的一份善款使用
情况显示，云南团省委、省青基会
累计下拨 703067.74 元在昭通市
各县区开展“青春暖冬行动”暖冬
补助发放活动。

根据《慈善法》第五十三条提
出慈善组织对募集的财产， 应当
登记造册，严格管理，专款专用。
对此， 一直关注公益活动的律师

岳屾山表示， 从捐赠流程来看，
将最后的善款用于该地区困难
孩子的处置方法在法律上没有
问题。 同时，《慈善法》基本原则
要求公开公正， 即慈善捐赠程
序、 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要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公布捐赠款
物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因此，
对于此类募捐活动， 岳屾山建
议，要做到完全公开透明，从而
减少来自各方的质疑。

“冰花男孩”捐款事件引发网
友热议。 一部分网友不满意官方
的回应， 并且普遍表示“想看明
细”，《钱江晚报》发表评论“冰花
男孩该不该得 30 万善款，局长说
了不算”，要求官方尊重捐款者的
意见。 还有一部分人支持当地教
育机构的做法， 用善款去帮助更
多类似情况的孩子， 并且提出要
关注事件折射出的偏远贫困地区
留守儿童的问题。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联合
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查”———如

何看待此次“冰花男孩” 捐款事
件？

本次调查从 1 月 26 日开始，
截至 1 月 29 日 10 点， 共有 1009
名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68.19%的网友参加过此类募捐，并
且超过六成网友支持当地教育机
构将善款分配给类似情况孩子，
他们认为公开募捐就是应该帮助
有困难的群体， 不能只针对某一
受助人。

在这次事件中，主要引起争
议的问题就是善款分配问题，那
么今后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争
议呢？ 38.35%的网友认为网友觉
得在募捐发起前，就应该与潜在
捐赠人进行充分沟通，尊重捐赠
人意见；37.07%的网友觉得募捐
发起方应在募捐发起时将项目
受助群体明确传递给潜在捐赠
人；24.58%的网友则认为应在法
律上进一步明确“募捐”与“个人
求助”的界限，加强普及捐赠等
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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