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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四成网友认为“区块链+公益”
并不能完全解决信任问题

截至 9月 17日 10时

中华骨髓库
累计库容达 250 多万人份

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 2018 年 8 月末，中华
骨髓库累计库容已达 250 多万人份， 共为临床提
供造血干细胞 7600 余例，其中包含向国（境）外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造血干细胞 300 余例。

点评 ：与我国的人口数相比 ，骨髓捐献者的数
量还远远不够 。

全国“敬老月”活动
将于 10 月 1 日启动

据新华社消息，以“营造敬老爱老社会氛围、纪
念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为主题的 ２０１８ 年全国“敬老月”
活动将于 １０ 月 １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活动以增
强全社会人口老龄化国情意识为目标， 广泛动员全
社会力量开展敬老爱老活动。

点评：我国日益走向老龄化社会，为老服务将成
为公益慈善的主要领域之一。

全球半数青少年
遭受过同伴暴力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全球 13 至 15 岁的学生中，有一半人（约 1.5 亿）
表示他们曾在校内外遭受过同伴暴力。 同伴暴力
已成为世界各地年轻人在求学过程中遇到的普遍
问题。

点评 ：暴力是任何一名儿童都不应该经受的 ，
终结校园暴力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机制 。

海关一天查证走私“洋垃圾”
近 60 万吨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中国海关 9 月 14 日
开展打击“洋垃圾”走私“蓝天 2018”专项行动第四轮
集中收网行动，打掉涉嫌走私犯罪团伙 62 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 243 名，查证走私废塑料、废矿渣、废五金等
各类涉案“洋垃圾”59.97 万吨。

点评：“洋垃圾”危害国家生态安全，这一认识应
该广为普及。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9月 13日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0万元 设立“湖北慈善新七爱心基金”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18年 9月 14日 中国中铁 200万元 新丰村光伏发电项目 吉林慈善总会

2018年 9月 16日 马东敏 1亿元 成立“蔷薇科大发展基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 年 9 月 10 日至 2018 年 9 月 16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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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2018 年 9 月 16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民众在“无车日”骑自行车或步行出行。“无车日”最
早由法国发起，后来，这一节日在 2000 年 2 月被欧
盟纳入环保政策框架内，9 月 22 日亦因此成为“欧
洲无车日”、“国际无车日”，此后，这一活动迅速扩
展到全球。

（据中国青年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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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随着区块链在中
国社会的迅速升温和认知普及，
公益界人士对区块链助力公益的
作用力和影响力期待甚高。 那么，
什么是区块链？ 对于公益圈而言，
区块链意味着什么？ 它将给公益
带来怎样的改变？

用专业术语来解释， 区块链
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相链式数据
结构， 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不可
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本技
术，具有去中心化、由节点参与、
存储的数据不可伪造和篡改、公
开透明等特点。 应用区块链技术
后可以找到每一个账号在历史上
任何一点记录的信息， 便于公众
监督和审计。

就公益项目来说， 引入区块
链技术之后， 从用户捐款那一刻
开始，到项目完成支付，其间的每
一步都将被详细记录下来， 而且
所有的过程不能人为更改。

总而言之， 区块链技术具有
去中心化、 公开透明、 信息可追
溯、 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四大
优势。

区块链可能会为公益带来哪
些变化呢？

1、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为公
益组织的信任重新赋能未来。 所
有的公益组织在使用区块链的过
程中， 都在用共识算法记录每一
笔捐赠，这些记账是不可篡改的。

公益组织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机
构， 在这里已经形象地化身为每
个人都可以查看到的开放式捐赠
记录。

2、可追踪链条，方便捐赠人
追踪善款去向。 区块链的本质是
人人都可以记账的账本， 在这个
账本中， 受捐人的每一笔善款使
用都变得异常透明。 公益组织甚
至不用花费时间精力去为信息披
露下更大的功夫， 捐赠人只要查
看公益区块链中的使用情况便可
一目了然。

3、将透明由一方的公开变为
多方的见证。 在区块链公益当中，
因为采用了共识算法， 不同的慈
善机构都在用同样的方式记录，
公益的捐赠信息集中统一， 信息
披露由散点变为一点， 部分公众
认为公益组织都在“自说自话”的
不良印象也可随之解决。

同时，业内人士还认为，除捐
款外，以后更多形态多元、参与方
众多、 流程复杂的非传统公益项
目将有望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运
营、财务和信息公开等问题。

2016 年 7 月， 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在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上
线“聆天使公益计划———听障儿
童重获新声”项目，细化了善款流
动的每个环节，同时，这套体系留
下的信息将永久有效。

紧接着，轻松筹、八方互助、

众托帮、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公
益宝、光大银行、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 工商银行等多家机构和企业
也陆续在其平台接入区块链技术
应用。

这些应用的效果如何？《公益
时报》联合凤凰网公益、问卷网推
出本期益调查———“区块链助力
公益能提升公众信任度吗？ ”

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四成的
网友表示非常了解区块链； 近四
成网友说自己“隐约知道一点，但
说不清楚”；18%的网友承认自己
完全不了解。

就调查中提出的“你觉得
‘区块链+公益’ 的发展模式能
彻底解决善款流向的公开透明
并赢得公众信任吗？ ” 这个问
题，40%的网友选择了“区块链
并不能完全解决信任问题，公
益慈善的公信力问题并不会因
为一种全新的技术而迎刃而
解。 ”近四成的网友笃定地回答
“当然能。 ”另有超过两成的网
友觉得不好说。

关于区块链+公益的模式存
在的“痛点”，超过四成的网友认
为可能会出现在“上传区块链环
节”； 另有四成有余的网友认为
“如何在多个区块链中甄选最优
使用渠道是个问题”；百分之十二
的网友考虑到了去中心化的监管
问题。

一夜秋风： 我所在的机
构是一家比较大的公益组
织，已经早早就开始跟区块
链接轨了，事实证明，工作效
率也因此提升了不少。 主要
是对公众有了底气十足的
交代。

山后一株百合花： 基本
技 术 问 题 和 可 能 存 在 的
BUG 如果尚未解决，最好不
要仓促投入公益行业使用 ，
否则诸多麻烦可想而知。

互联网菜鸟： 我对区块
链这种东西的生命力还存
有质疑。 因为互联网技术的
更迭创新实在是太快了 ，不
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新玩
意了。

1.你知道什么是“区块链”吗？
A.非常了解。 42.6%
B.完全不了解。 18.7%
C.隐约知道一点，但说不清楚。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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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觉得“区块链+公益”能彻底解决善款流向的公
开透明问题并赢得公众信任吗？
A.当然能。 这是基于区块链的先天技术特质所带
来的优势。 37.1%
B.并不能完全解决。 公信力问题并不会仅因为一
种全新的技术就得到彻底解决。 40%
C.不好说。用户需要很长的接受过程，区块链技术
也要逐渐成熟。 22.9%

3.你认为目前区块链+公益的模式存在哪些显著的
“痛点”？
A.信息错误无法更改；信息上链工作耗时耗力，公
益组织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42.2%
B.公益组织是否上传、如何做出正确的应用选择
是一个现实问题。 41%
C.不能满足对去中心化的监管需求，缺乏相应的
法律法规。 12.7%
D.数字加密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