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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五成网友认为
去年女性权益保护状况改善不大

截至 3月 11日 10时

重庆市慈善总会
2018 年筹募善款物超 5.9 亿

据中新网消息，2018 年重庆市慈善总会市本级
筹募慈善款物 5.92 亿元（含药品援助 2.72 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10.45%， 募捐额创建会 20 多年来历史
新高。 重庆市慈善总会参加腾讯 2018 年“99 公益日”
活动，上线项目 55 个，吸引 62 万人次参与捐赠，募得
善款 3098 万元。据腾讯统计，其总筹款额和人气指数
跻身全国慈善组织前列，均位居省级慈善会第一名。

点评：如何借助网络募捐最大限度地激发公众的
爱心参与，重庆市慈善总会的做法值得思考。

2018 年全国受资助学生
超 1 亿人次

据新华社报道，2018 年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中职学校、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学生（幼
儿）9801.48 万人次（不包括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和营
养膳食补助）， 加上营养膳食补助受助学生 3700 万
人， 合计资助学生达 1.35 亿人次。 我国已基本实现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工作目标。
点评： 社会组织需要突破传统的资助型教育帮

扶，从而创新出更多的教育扶贫举措。

2018 年苹果员工慈善捐款
超 1.25 亿美元

据国外媒体报道，苹果内部员工捐赠计划自创
立以来， 已为世界各地非营利组织捐出超 3.65 亿
美元资金。 其中，仅 2018 年全年，苹果员工自愿捐
款就超过 1.25 亿美元，志愿服务时间超过 25 万小
时。八年前，苹果启动“捐赠计划”（Giving Program）
鼓励苹果员工捐出资金或时间，苹果公司还会提供
相应配捐， 从而有效地将慈善捐款翻了一番。 据
悉，苹果的员工捐赠计划也覆盖了中国。

点评 ： 企业自身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很重要 ，激
发调动员工的公益慈善热情同样重要 。

2019 中央财政
将安排 70 亿支持“厕所革命”

3 月 5 日上午， 在全国两会第二场“部长通道”
上，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小厕所是大民生，如
厕难不仅是农民的烦心事，也是城里人不愿到农村去
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今
年要推动全国三万个村庄，大体上是一千万的农户实
现改厕，中央财政计划安排 70 亿元支持这项工作。 ”

点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社会组织或大有可为。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3月 5日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100万元 志愿服务 长葛市慈善总会

2019年 3月 10日 李宇春 100万元 乡村美学教育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玉米爱
心基金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2019 年 3 月 10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勇

据人民网消息，近日，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在悉
尼举行以希望为主题的慈善午宴， 通过认购午宴席
位、捐赠物品拍卖及购买拍卖品三种方式现场共筹集
69680 澳元善款， 用以帮助悉尼威斯特米德儿童医院
患有癌症儿童的治疗以及相关科研工作。 图为澳大利
亚中国总商会会长 、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行长陈怀宇
（右）向医院赠送所筹集的善款。 （摄影/王泉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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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官彬 ： 我觉得女性一
定要爱自己多一点 ， 该拿起
法律保护自己权益时就要保
护自己 。

玫瑰与玫瑰色的 rosy：在
社会上，在职场中有很多隐形
的性别歧视，我们应当争取的
不是对弱者的倾斜，而是站在
同一起跑线上的权利。

素材 Cooper： 中国女性
权益保护任重而道远，各位男
性请从尊重和爱护身边女性
做起。 让世界更美好！

Katherine-Cere：比起女
王节商家盯着女性消费者的
口袋里钱的“谄媚”，在乎是否
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是
更为迫切吧。

1、你觉得 2018 年至今，女性权益保护状况有改善
吗？
A、有很大改善。 34.96%
B、有改善，但不大。 49.70%
C、没有什么改善。 14.54%
D、不仅没有改善，还在退步。 0.8%

2、你接触过从事女性权益保护工作的公益组织吗？
A、接触过，有参加过相关活动。 43.02%
B、 没接触过但有了解， 知道 3 家以上的机构。
35.95%
C、没接触过也不了解。 21.03%

3、你认为当下公益组织在女性权益保护方面最应该
做什么？
A、 进行政策倡导， 推动制定更多的保护政策。
42.62%
B、进行社会倡导，改变人们的错误认知。 35.65%
C、进入基层、社区，为女性提供个案保护。 21.73%

3月 6日，全国妇联在京举行“三
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暨表彰大会。 大
会表彰了 10名全国三八红旗手标
兵、300名全国三八红旗手、200个全
国三八红旗集体、1986个全国巾帼
文明岗、1000名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和 490个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妇女节的相关纪念宣传活动
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 有评论表
示，“平等” 是在这一节日送给
“她”最好的礼物。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 在法律层面，我国早在 1992
年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2005 年进行了修
正），强调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
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

2015 年，我国又制定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并与
2016 年 3 月 1 日施行。 该法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
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
导、 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家庭暴
力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开
展心理健康咨询、家庭关系指导、
家庭暴力预防知识教育等服务。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
知》，《通知》强调，要依法禁止招聘
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 各类用人
单位、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拟定招
聘计划、发布招聘信息、招用人员过
程中，不得限定性别（国家规定的女
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情况除外）或

性别优先， 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
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
问妇女婚育情况， 不得将妊娠测试
作为入职体检项目， 不得将限制生
育作为录用条件， 不得差别化地提
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制度上的保障，为女性权益保
护工作提供了依据，但由于传统旧
观念的束缚、 种种现实因素的制
约，在很多地方很多领域女性权益
受到侵犯的情况依旧存在。家庭暴
力、性侵未成年人、夫妻共同债务、
离婚财产分割、 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特殊劳动保护、女性生育权等
问题一再引起各方关注。

3 月 1 日，是《反家暴法》实施
三周年。 橙雨伞联合北京师范大
学王曦影教授的团队以北上广深
地区的流动女性为主体， 对这几
个城市的家庭暴力情况进行了调
研，调研结果显示，受访女性中，
有近 42%的女性曾在过去的 12 个
月遭受过暴力，而其中，真正寻求
帮助的也仅仅占比 25.2%。

经调查显示， 大部分女性没
有求助的原因主要是“觉得自己
可以解决问题”和“不知道可以向
谁求助”， 其比例分别高达 46.3%
和 37.5%。

如果求助的话会怎样呢？除了
亲友和邻居之外，《反家暴法》将第
三方的力量纳入到反对遏制家暴
的队伍中，但现实是这些看似唾手
可得的帮助实则也很难实现。

3 月 2 日，中国少年儿童文化
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和北京
众一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了 2018
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

侵教育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2018
年公开报道性侵儿童案例的 750
名受害人中， 女童遭遇性侵人数
为 718 人，占比为 95.74%。

除此之外， 实际上还有很多
问题在社会上广泛存在。 比如，重
男轻女，对女孩的教育、健康成长
不关心； 企业戴着有色眼镜对待
女性求职者； 职业女性还需要承
担繁重的家务……可以说， 保护
女性权益、 消除性别偏见仍是一
个长期的工作。

如何保护女性权益不受侵害？
当女性权益一旦受到侵害， 如何提
供帮助， 以减轻侵害的影响？ 这些
年，除了制定法律政策，在具体的措
施上有哪些进展？ 我们身边又有哪
些机构在着力维护女性权益？《公益
时报》联合问卷网、凤凰公益推出本
次益调查———一年过去了， 你觉得
女性权益保护工作有进展吗？

调查结果显示，34.96%的网友
认为 2018 年至今女性权益保护
状况有很大改善，49.70%的网友认
为有改善，但改善不大。 仅 14.54%
认为没有改善。

43.02%的网友表示接触过从
事女性权益保护工作的公益组
织，并参加过相关活动。 35.95%表
示没有接触过这些公益组织，但
有了解，知道 3 家以上的机构。

当下公益组织在女性权益保
护方面最应该做什么？ 网友认为
最应该做的是进行政策倡导，推
动制定更多的保护政策； 其次是
进行社会倡导， 改变人们的错误
认知；第三是进入基层、社区，为
女性提供个案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