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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保

网友留言：

超五成网友表示
听说过《慈善法》但不了解

我国累计
退耕还林还草超 5 亿亩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20 年来我国累计实施
退耕还林还草 5.08 亿亩，占我国重点工程造林总面积
的 40%，成林面积近 4 亿亩，超过全国人工林保存面
积的 1/3。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点评：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涉及的不仅是环保，需
要协调多方力量，社会组织应积极参与。

中华慈善日河南慈善总会
获捐 5.97 亿元款物

据中新网消息，9 月 4 日，河南省举办庆祝第四个
“中华慈善日”慈善活动。 当天，共有 55 家爱心企业和
2 位爱心人士向河南省慈善总会协议捐赠款物 5.97
亿元，以实际行动参与支持脱贫攻坚。

点评：慈善会系统在今年的中华慈善日期间异军
突起，其筹款方式值得公益行业认真研究。

全美至少
5 个州有气球禁令

据中新网消息，目前，全美至少有 5 个州及超
过 12 个城市已有某种形式的气球禁令。 2018 年夏
天，克莱门森大学在环保人士的压力下，决定放弃
30 年的传统， 不在足球赛开踢前放飞数千个橘色
氢气球。

点评：气球的危害并不像其它一次性塑料制品那
样广为人知。 危害环境的不是气球本身，而是错误的
使用。

2018 年机动车污染物
排放总量为 4065.3 万吨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
（2019）》显示，我国已连续十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
第一大国，2018 年，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3.27 亿
辆，同比增长 5.5%。 2018 年，全国机动车四项污染物
排放总量初步核算为 4065.3 万吨。

点评：机动车等移动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
的重要来源，移动源污染防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9月 4日 广药集团 1100万元 设立教育基金 中山大学

2019年 9月 5日 重庆金山科技 7000 万元医疗
设备 医疗扶贫 重庆市慈善总会

2019年 9月 6日 夏克同 100万元 奖励濮院镇优秀师生 夏氏家族教育基金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2019 年 9 月 6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勇

9 月 4 日，孩子们通过趣味游戏学习垃圾分类的知
识。 当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晟舍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迎来了开学第一课———垃圾分类课。 幼儿园通过请小
朋友观看幻灯片、动画短片以及进行趣味游戏等方式，
让孩子们在开学之初了解垃圾分类知识和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 据了解，织里镇所有幼儿园和中小学目前都已
经将垃圾分类常识课放入到学校日常课程中。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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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谢安安：开启
了支付宝月捐，好像是从
去年开启的吧，一份爱心
一份力量，做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

一捆年轮 ：我们不缺
爱心，不缺偶尔捐的那些
闲钱，或者莫名其妙想帮
人的冲动，我们缺的是信
得过的平台或公司。

南亚蝙蝠 ： 有了郭
美美的事件之后 。 打死
我都 不 在 网 络 上 捐 款 。
谁知道最后那些钱会到
谁的手上去 ？ 我现在只
相信我亲自把钱送到需
要的人手上 。

� � 1、你对《慈善法》有了解吗？
A、听说过，但不了解。 51.24%
B、看过一些，有一定的了解。 42.87%
C、学习过，比较熟悉。 5.89%
2、你通过互联网捐过款吗？
A、从来没捐过。 23.83%
B、仅在 99公益日等重要活动时捐过。 42.77%
C、经常捐款，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25.62%
D、定期进行捐赠。 7.78%
3、你参与过公益活动吗？
A、没有参与过。 20.44%
B、偶尔参与。 66.60%
C、经常参与。 12.96%
4、 你有考虑过今后进入公益组织成为专业的公

益人吗？
A、从来没有考虑过。 41.67%
B、曾经纳入过职业选项中。 35.99%
C、正准备加入公益行业。 22.34%

9 月 5 日，是中华慈善日。 在
中华慈善日期间， 一系列与慈善
相关的活动纷纷举办。 公益、慈善
成为刷屏的主题词。

民政部正式发布了“中华慈
善日” 的标志， 标志的设计主题
是：慈善之光温暖八方。

这一标志在发布后得到广泛
使用。 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
支付宝公益等 20 家互联网慈善
募捐信息平台， 在显著位置放置
“中华慈善日”标志，播放标志宣
传视频。

“我们希望让广大群众认识慈
善标志、宣传慈善理念，参与慈善
事业，让慈善的温暖永远陪伴在每
个人身边。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
和社会工作司司长贾晓九表示。

在公益组织和互联网平台的
推动下， 人人公益已经从可能逐
步成为现实。

以“慈善聚焦脱贫攻坚，携手
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各地都在
策划举办形式新颖多样、 具有地
方特色、 便于群众参与的各类慈
善活动。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举办了
慈善论坛、慈善研讨会、慈善座谈
会；四川今年首次设立“天府慈善
月”、陕西迎来首个“陕西慈善周”、
浙江举办了慈善嘉年华活动。

江西、河南、重庆、云南、甘肃
等省份聚焦贫困人群需求， 开展
形式多样的慈善筹款活动， 广泛
汇聚慈善资源。

天津通过制作图表、 微博微
信传播等方式， 宣传慈善助力脱
贫攻坚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山东、 安徽采取“线上+线下”模
式，通过专家讲解、图片动画等生
动活泼的形式，宣传慈善法规，普
及慈善信托知识。

另外，慈善组织、爱心企业、新
闻媒体都已经开展或者计划开展
公众喜闻乐见的慈善日宣传活动。

9 月 3 日，腾讯公益启动了今
年的 99 公益日。过往四年，“99 公
益日” 捐款人次从最初的 205 万
增长到 2800 万， 扩大了近 13 倍；
善款总额从最初的 2.28 亿元增长
到超过 14 亿元，提高了 5 倍多。

腾讯公司主要创始人、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
长陈一丹表示，99公益日， 一块做
好事， 更重要的是一块将好事做
好，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建设理性公
益生态系统，让源源不断的慈善热
情汇聚为巨大的公益力量。

9 月 5 日，第三届阿里巴巴 95
公益周线下论坛在杭州举行，阿
里巴巴、新浪微博、腾讯、字节跳
动、小米、轻松筹等六大互联网公
司同台，探讨打破公益疆界、推进
公益融合话题。

来自支付宝的数据显示，在
该公益平台上网友半年捐款 6 亿
元， 同比去年上半年捐赠金额增
长 87%，捐赠笔数增长 76.3%。

据初步统计，2019 年上半年
民政部指定的 20 家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为全国 1400 多家
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 1.7
万余条， 累计获得 52.6 亿人次的
点击、关注和参与，募集善款总额
超过 18 亿元。

可以说， 自 2016 年 9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以
来，我国慈善事业规模不断壮大，
全社会慈善氛围日益浓厚， 在助
力脱贫攻坚、 创新社会治理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慈善法》将每年的 9 月 5 日
确定为“中华慈善日”，就是为了
加强慈善宣传、传播慈善理念，弘
扬慈善文化、 动员引导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慈善活动、 大力发展慈
善事业。

在这一背景下，《公益时报》
联合问卷网、 凤凰网推出本期益
调查———中华慈善日到了， 你参
与公益了吗？

调查结果显示， 尽管《慈善
法》已经实施了三年，但仅 5.89%
的网友表示学习过，比较熟悉；表
示看过一些， 有一定的了解的网
友只占 42.87%；51.24%明确表示
听说过，但不了解。

在互联网捐款方面，42.77%的
网友表示仅在 99 公益日等重要活
动时捐过。经常捐款，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的网友仅占 25.62%；与此同时，
23.83%的网友表示从来没捐过。

在参与公益活动方面，明确表
示没参加过的网友只占 20.44%。
66.60%的网友表示偶尔会参与，
12.96%的网友表示经常参与。

从职业选择来看，41.67%的网
友明确表示从没考虑过今后进入
公益组织成为专业的公益人 ；
35.99%的网友表示曾经将公益纳
入过职业选项中；22.34%的网友表
示正准备加入公益行业。

上述数据表明， 我们离人人
公益时代还有很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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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9月 9日 10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