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八成网友关注两会上
公益慈善的建议和提案

截至 3月 12日 10时

1、你是否关注到新一届两会上提出的有
关公益慈善的建议和提案？

A、是 88.04%
B、否 6.18%
C、不关心 5.78%

2、你认为哪个公益领域应该更加得到关
注和重视？

A、教育 23.9%
B、医疗卫生 21.22%
C、扶贫 20.32%
D、养老 16.43%
E、儿童 10.66%
F、环保 6.87%
G、其他 0.6%

3、你更希望两会代表和委员以何种方式
关注公益慈善领域？

A、通过建议和提案，让公益更多地通过
立法等形式“由上而下”地普及 69.12%

B、亲身投入公益慈善事业，以示范效应
带动社会大众关注 28.89%

C、其他 1.99%

2020 年以后继续做好减少相
对贫困的工作

3 月 7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
行记者会， 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2020 年以后，还要继续做好减少相对贫困的工作，
到 2020 年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
在。

点评：相对贫困是始终存在的，社会组织需要探索
一条减少相对扶贫的公益路径。

福建省慈善会系统 2017 年募
集善款 21.34 亿元

据《福建日报》报道，2017 年，福建全省慈善总会
共募集善款 21.34 亿元（含物折款），同比增长 17.1%。
其中，福建省慈善总会共募集善款 3.84 亿元，同比增
长 15.08%。 各级慈善组织广泛开展了“慈善幸福院”
“慈善健康快车”“兴业慈善助学”等慈善活动，直接惠
及上百万群众。

点评 ：慈善会系统扎根地方 ，具有自身的独特优
势，如何将这一优势发挥出来，推动公益慈善行业的发
展，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美亿元巨奖得主捐赠 5000 万
美元

据新浪彩票消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女性
获得强力球彩票巨奖，在扣除相关税款之后，最终将
揽得 2.64 亿美元。 在领奖现场，其代理律师表示，获奖
者打算捐赠 5000 万美元给当地的两家慈善机构，以便
帮助那些平常食不果腹的孩子。

点评：将近五分之一的奖金捐出，显示出获奖者理
性的财富观，值得褒扬。

未来五年蚂蚁森林将造林 600
万亩

据环球网消息，蚂蚁金服 CEO 井贤栋表示，预计
到 2018 年底，蚂蚁森林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总投入将超
过 5 亿元。如果超过 3 亿蚂蚁森林用户持续努力，未来
五年蚂蚁森林将造林 600 万亩、相当于植树 5 亿棵，约
等于 5 个纽约市的占地面积。

点评：公众+企业+专业社会组织的模式将有力地
促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3月 6日 余捷庆、余陈梅冰伉俪 港币 300万元 医院建设 梅县区中医医院

2018年 3月 8日 武汉伟鹏集团 200万元 奖励教师 团风中学教师奖励基金会

(2018 年 3 月 5 日至 2018 年 3 月 11 日)
（制表：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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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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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的会场及代表团驻地的矿泉水瓶
上，一款环保标签被贴在上面。 在这个绿色标签上，
印有中英文的“给水瓶做记号，并请喝完”，喝不完
的鼓励带走。 和光滑的塑料标签不同，在这款标签
上，用笔可以轻松写下名字。 没有笔也没关系，用指
甲轻轻一划也可以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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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3 日， 新一届两
会拉开序幕， 来自全国各界不同
领域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齐聚
北京， 就新时期的社会发展提出
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而在众多的
建议和提案当中， 我们也看到有
越来越多的代表和委员将目光投
向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公益行
业，投向扶贫、医疗、儿童安全、环
保等多个公益领域。

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演员成
龙在本届两会上的提案关注艺人
履行社会责任，参与扶贫攻坚。 成
龙表示：“影视艺人作为高度受关
注群体， 在参与扶贫攻坚战的过
程中， 能以各自的影响力吸引社
会的关注， 吸引各界力量一起深
度参与进来， 也能以更健康的公
益形象引领粉丝的正确社会价值
观，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 ”因此，
他建议应当以国家对口扶贫的贫
困县作为脱贫攻坚的核心目标，
组织影视艺人代表认真调研，并
针对性实施扶贫计划， 作为长期
工作持之以恒， 真正意义上的参
与到攻坚脱贫工作中。

全国人大代表、 中华思源工
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 琳达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林
建议制定“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健
康扶贫政策。 李晓林谈道，目前我
国疾病仍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
因， 全国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占
比在 40%以上， 而其中又以儿童
群体的致贫、返贫问题最为严重。
因此， 李晓林建议通过两方面对
现有情况进行解决，一是参照“乡
村儿童大病医保”模型，从国家层
面制订和完善健康扶贫政策；二
是由国家财政、社会组织、地方政
府等共同筹资， 以每年人均保费
40-50 元的标准，为全国 592 个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儿童提
供商业大病补充保险。

全国人大代表、 宝贝回家寻
子网创办人张宝艳在本届两会上
建议： 对拐卖犯罪诉讼时效做修
改，或者不设置诉讼时效。 张宝艳
表示， 我国对刑事案件的追诉期
最高为 20 年，但许多儿童被解救
是在二三十年之后。 而绝大多数
家长在当时找不到孩子被拐卖的
证据， 所以这类案件基本都按照
走失处理， 后来均已过了诉讼时
效。“这些家庭明知道是谁干的，
却没法追究，这不公平。 在宝贝回
家网站上， 就有四五十个这样的
例子， 因此应该对目前关于拐卖
犯罪诉讼时效进行适当的修改，

或者不设置诉讼时效。 ”
全国人大代表、 腾讯公司控

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
腾建议， 应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参
与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制定《国
家公园法》 进一步明确社会公益
组织参与的法律地位以及工作者
范围， 建立健全国家公园公益捐
赠、 协议保护等机制。 马化腾表
示， 社会公益机构作为政府、企
业、和公众的桥梁，在参与全民工
程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 香江集团总
裁、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翟
美卿建议： 应该尽快完善《慈善
法》配套法规，明确民政部门作为
慈善事业主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
管职责，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推动慈善领域联合性、 行业性组
织加强行业监管和自律， 建立行
业标准， 并且鼓励建立第三方专
业监管评估机构， 积极应用互联
网技术手段优化慈善组织信息披
露方式。

可以看到， 随着中国公益行
业的快速发展，每年的两会上，公
益慈善受到了越来越多代表和委
员的关注， 而关注的领域也更加
多元， 同时也对公益行业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那么，对于代表和委
员所提的不同建议和提案， 你更
支持谁呢？《公益时报》联合凤凰
网和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查———

两会代表说公益，你更支持谁？
调查结果显示， 正在进行的

新一届两会受到了广泛关注，而
在这其中有 88.04%的受访者表示
关注两会中涉及公益慈善领域的
建议和提案，有 6.18%的受访者表
示没有关注此类内容，另有 5.78%
的受访者则表示对此类建议和提
案并不关心。

在本届两会上， 不同的代表
和委员针对公益慈善行业中的不
同领域，如儿童安全、教育、医疗
卫生、 扶贫等都提出了针对性的
建议和提案，23.9%的受访者认为
教育应该成为目前最为重视的领
域，21.22%的受访者选择了医疗卫
生，20.32%的受访者认为扶贫应该
成为关注和重视的方面； 另有
16.43%的受访者选择支持养老作
为当前最应关注和重视的方面，
10.66%的受访者选择支持儿童，支
持环保作为目前关注和重视的领
域的受访者占比 6.87%。

面对更希望两会代表和委员
以何种方式关注公益慈善领域的
问题时， 有 69.12%的受访者认为
仍应该通过建议和提案的方式，
推动公益更多地通过立法等形式
“由上而下 ” 的普及开来，有
28.89%的受访者则表示更希望代
表和委员亲身投入公益慈善事业
当中， 以示范效应带动社会公众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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