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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四成网友支持受捐方
拿起法律武器应对“诺而不捐”

截至 5月 20日 9时

11 个“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启动

据新华社消息，我国将开展“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工作。 11 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分别为广东
省深圳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安徽省铜陵市、
山东省威海市、重庆市（主城区）、浙江省绍兴市、
海南省三亚市、河南省许昌市、江苏省徐州市、辽
宁省盘锦市、青海省西宁市。

点评 ：“无废城市 ” 建设建设的远景目标是最
终将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 ，资源化
利用充分和处置安全的无废社会

叶嘉莹
累计向南开捐款 3568 万元

据北青网消息， 去年， 叶嘉莹向南开大学捐赠
1857 万元,设立“迦陵基金”，支持南开大学古典文化
研究。 5 月 12 日，叶嘉莹再次捐赠 1711 万元，目前已
累计捐赠 3568 万元。

点评：叶嘉莹先生的捐赠将让更多人思考什么才
是最宝贵的财富、最值得的人生。

180 多个国家将塑料垃圾
列入进出口限制对象

据新华社消息，近日在瑞士召开的《巴塞尔公约》
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上，全球 180 多个国家对公约做
出修订，决定将塑料垃圾列入进出口限制对象。

点评 ：这一 “限塑令 ”是向塑料垃圾出口行为的
“宣战”，更是向全球塑料污染转嫁模式的“亮剑”。

环境技术专利
6 成遭弃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通过近 10 年来对全球环
境技术领域专利中未缴年费和放弃两种情况进行统
计发现，我国院校、研究所未缴纳年费、放弃导致专利
失效的比例高达 59.66%，远高于全球平均占比。

点评：研发与市场脱节，追求学术价值，忽视市场
应用场景，未来需要更多的产学研政策合作。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5月 17日 大发地产 3000万元 助力清华发展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

2019年 5月 18日 华侨林太珏家属 8000万元 支持学校发展 复旦大学

2019年 5月 18日 吴金錶、施婉玉伉俪 1000万元 慈善事业 世中运暨福大晋江科教园公益
基金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2019 年 5 月 19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张龙蛟

宁陕县城关镇城南养育中心内， 养育师岳友林
（右）带领家长和幼儿互动。 2018 年上半年，地处秦岭
腹地的陕西省宁陕县开始整县试点“养育未来”项目，
为 0~3 岁孩子提供免费早教，对幼儿家长进行养育培
训，帮助贫困地区孩子们更好地成长。如今，宁陕县已
开设了 26 所“养育中心”，岳友林是全部 61 名养育师
中唯一的男性。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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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非 熊 333：
收 回承 诺 而 已 ，又
不是给出去了再要
回来 。 我相信如果
真的捐了 ， 人家也
不会往回要的 。

面 中 带 刺 ：就
是这个逻辑 ， 承诺
了必须捐款 ， 不能
诺而不捐

茶叶蛋和炸脸
灯 ： 弄得好像诺而
少 捐 很 光荣 一 样 ，
和不捐一个性质 。

1、“诺而不捐”行为出现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
A、企业经营不善，导致捐赠无法兑现。 12.19%

� � B、捐赠方盲目承诺巨额捐赠。 47.05%
� � C、捐赠方沽名钓誉，原本就无意要履行捐赠承诺。 27.77%
� � D、项目具体实施存在问题导致。 12.99%

2、你认为受捐方放弃追究“诺而不捐”行为的原因是什么？
A、 担心吓坏其他的捐赠人， 影响以后的善款筹集活动。

33.77%
� � B、 筹善不容易， 只要捐赠方履行部分承诺， 就可以谅解。
50.85%
� � C、捐赠方有这份心意就足够了，是否履行并不重要。11.69%
� � D、其他。 3.70%

3、面对“诺而不捐”，你支持受捐方采取哪种行动？
A、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45.65%

� � B、只要对方履行部分承诺，即选择谅解。 41.96%
� � C、积极沟通，若对方仍然拒绝履行承诺，还是会选择谅解。
11.49%
� � D其他。 0.90%

今年 4 月 15 日， 法国巴黎圣
母院突发大火，受损严重。 随后法
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将发起国际
募款活动，重建巴黎圣母院。 据报
道，截至目前，全球承诺帮助重建
巴黎圣母院的捐款已经突破 12
亿美元。 然而巴黎教区大主教 5
月 15 日的声明却指出，这笔逾 12
亿美元的捐款目前大部分都尚未
兑现。

巴黎圣母院是否能如愿收到
这笔逾 12 亿美元的善款？ 目前来
看，结果仍不容乐观。 4 月 29 日，
就有法国媒体报道称， 在巴黎圣
母院发生大火之后， 法国许多市
政当局承诺将捐款支持巴黎圣母
院的重建。 但在随后的几天里，一
些城市又表示将撤销之前的捐款
承诺。

譬如，法国莫尔贝克市本计
划捐款 2600 欧元， 但遭到当地
议会的投票反对。 该市市长达
尔克表示，经市政厅商议，他们
决定收回向巴黎圣母院捐款
2600 欧元的承诺。 而法国弗朗
德勒地区也决定撤回原先 10
万欧元的捐助，他们认为，本地
也有很多古建筑年久失修。 10
万欧元还可以投入到教育 、交
通等服务领域。

一些机构“诺而不捐”的做法
给巴黎圣母院的国际募款活动增
添了不少“后顾之忧”。 对比国内，
同样存在不少因为捐赠方无意或

有意的悔捐行为而给有关公益机
构或项目带来不良影响的现象。
譬如，2003 年，时为重庆市第二大
奶业品牌的重庆太易乳业与重庆
市红十字会签下捐赠协议， 承诺
向重庆市红十字会捐赠 110 万
元，用于人道主义救助。 这笔捐
赠也堪称当时重庆市红十字会
收到的最大一笔善款。 然而最终
此次捐赠没有兑现，太易乳业之
后也已经停产。 2017 年，在河北
邯郸新建成的新愚公希望小学
爱心拍卖会上，一家企业将写有
20 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送到校
领导手中。 事后该企业却声称这
个模型只是“道具”，现实中只能
捐款 2000 元。

慈善事业是一项爱心工程，
而不是某些机构或个人用来“作
秀”的工具。 承诺捐赠而不兑现不
仅有违道义， 而且在法律上也无
法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 第 188 条明文规定： 具有救
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
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
与合同， 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
产的， 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另
外，《慈善法》 第 41 条也规定：捐
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
义务。

虽然有这些明确的规定，但
在实际情况中， 却很少有善款接
收方通过法律途径来主张自己的
权利。 据了解，面对“诺而不捐”的

行为， 不少慈善组织会选择“谅
解”捐赠方，他们认为如果通过法
律程序去追讨捐款， 可能会把大
家吓跑，影响以后的募款活动。

“诺而不捐”的行为不仅影响
信用社会的创建， 更影响我国公
益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对于该
行为的出现，你有什么看法呢？ 对
此，《公益时报》 联合凤凰网和问
卷网推出本期益调查———“诺而
不捐”，你怎么看？

调查结果显示， 有 47.05%的
网友认为，“诺而不捐” 行为出现
的原因是捐赠方盲目承诺巨额捐
赠导致后期无法兑现 。 也有
27.77%的网友认为，捐赠方沽名钓
誉，原本就无意要履行捐赠承诺。
此外，还有 12.29%的网友认为，是
由于项目具体实施出现问题导致
的。 有 12.19%的网友则认为是由
于企业经营不善。

慈善组织为什么放弃对“诺
而不捐”行为的追究呢？ 超半数的
网友认为， 慈善组织筹集善款不
易， 因而只要捐赠方履行部分承
诺，就可以谅解这种“诺而不捐”
或诺而少捐的行为。 另外还包括
担心吓坏其他的捐赠人， 影响以
后的善款筹集活动等原因。

45.65%的网友支持受捐方拿
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 此外， 有 41.96%的网友则认
为， 若对方诺而少捐也是可以谅
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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