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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过半网友认可
抗疫期间慈善组织的表现

4128 万多名党员
捐款 47.3 亿元

据《人民日报》消息，响应党中央号召，连日来，全
国广大共产党员踊跃捐款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热情不减。据统计，截至 3 月 4 日，全国已有 4128
万多名党员自愿捐款，共捐款 47.3 亿元。

点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北京招募
防疫志愿者超 7 万人

据新华社消息，截至目前，北京市各社区（村）服
务队已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的“志愿北京”平台累
计发布防疫志愿服务相关项目超 3700 个， 招募志愿
者超 7.7 万人。

点评 ：志愿者的参与将激活社区各项资源 ，带来
社会治理新面貌。

中国向世卫组织
捐款 2000 万美元

据《人民日报》消息 3 月 7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会见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通报中国政府决定向世界
卫生组织捐款 2000 万美元， 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疫
情的能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点评：疫情面前唯有同舟共济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全国累计
处置医疗废物 12.3 万吨

据人民网消息，自 1 月 20 日以来，截至 2020 年 3
月 3 日，全国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12.3 万吨。 3 月 3 日
当天，全国共收集医疗废物 3135.7 吨，其中定点医疗
机构的涉疫情医疗废物 570.4 吨。

点评 ：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要谨防
因防疫工作产生新的环境问题。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020 年 3 月 8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隋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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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你对抗疫期间公益慈善组织的表现满意度
如何？

A.满意 55.02%
B.一般 34.03%
C.不满意 10.95%

2.疫情期间，你在选择慈善组织时更看重以下
哪一点？

A.公信力 25.07%
B.透明度 54.73%
C.组织规模 11.54%
D.工作效率 8.66%

3.捐赠之前，你会通过什么途径判断慈善组织
的可信度？

A.浏览新闻资讯 31.94%
B.朋友或同事推荐介绍 22.89%
C.登录官网，主动查看公示信息 27.66%
D. 直接通过支付宝公益、 腾讯公益等平台

17.51%

新冠肺炎疫情自暴发以来已
经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 波及范
围广，影响周期长，始终牵动着国
人的心。 此次疫情属于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 战胜疫情需要政府部
门的主导， 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广
泛参与。

慈善组织作为社会慈善事业
的践行者，具备大众性、公共性、
自愿性、 民间性等基本特点，同
时， 在长期从事公益工作的过程
中， 专业能力和经验积累也得到
充分锻炼。 可以说，加入抗击疫情
的队伍符合其成立宗旨， 也与其
专业特长所契合。

疫情暴发后， 慈善组织第一
时间做出响应， 纷纷开展社会救
助活动。 1 月 26 日， 民政部发布
《民政部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法
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广泛地
动员社会慈善力量， 倡导各级慈
善组织发挥自身优势， 依法有序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不过 ， 伴随着社会捐赠活
动的激增以及物资分配工作的
暴涨 ， 社会关注度也如约而
至。 紧接着， 社交媒体上也出
现了一些质疑公益慈善组织工
作的声音。

为了更好地规范慈善组织开
展活动，民政部于 2 月 14 日再度
发布公告———《慈善组织、红十字
会依法规范开展疫情防控慈善募
捐等活动指引》， 强调法律法规，
重申工作细则。

诚然， 在抗击疫情的整个过
程中，慈善组织在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调配救援物资、反馈社会
民意和弥补政府力量等方面发
挥了显著作用。 而且，即使在疫
情之后，也需要慈善组织积极开
展服务工作，协助解决部分“后
遗”问题。

每一次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
都考验着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现
状，推动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毫不例外。
面对疫情， 慈善组织要意识到自
己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要正视
此过程中受到的公众质疑和暴露
出来的若干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公众对抗疫
期间慈善组织表现的态度 ，也
为了知晓公众认识公益慈善组
织的主要途径 ，《公益时报》联
合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查———
疫情面前， 慈善组织的表现，你
还满意吗？

截至 3 月 5 日， 该调查共得

到 1005 名网友反馈。 调查结果显
示， 有 55.02%的网友对抗疫期间
慈善组织的表现表示满意，34.03%
的网友认为慈善组织的表现一
般， 仅有 10.95%的网友明确表示
不满意。

这一结果表明，虽然网络上
有不少质疑公益慈善组织的声
音，但整体上，公众对此次抗击
疫情中公益慈善组织的表现比
较认可。

疫情期间， 公众捐赠时是如
何选择慈善组织的呢？54.73%的网
友表示最关注的慈善组织的“透
明度”；25.07%的网友表示更关注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11.54%的网友
会考量慈善组织的组织规模；
8.66%的网友表示会关注慈善组织
的工作效率。

在捐赠或者参与活动之前，
公众又是如何判断一个慈善组织
的可信度呢？ 通过问卷结果分析
发现，31.94%的网友通过浏览新闻
资讯来了解信息进行判断；27.66%
的网友表示会主动登录官网，查
看公示信息；22.89%的网友表示会
信任经朋友或同事的推荐介绍；
17.51%的网友表示会通过支付宝
公益、 腾讯公益等第三方平台的
信息进行判断。

截至 3 月 9 日 10 时

Vonvonmay： 对于慈
善组织， 做的错的要给予
批评，做的对的也要表扬。
切不可全盘肯定， 更不能
“一棒子打死一群人”。

翻着白眼听忐忑 ：实
现慈善组织的透明度需要
立法跟进， 尤其要规定相
关人员承担公布虚假信息
的责任。

凡人多烦事： 选择一
家可信任的慈善组织太难
了， 网上的信息都不知是
真是假。

小梨子 _ 喝粥：如果所
有的慈善组织可以公示物
资分配过程，我相信大多数
人会非常愿意助力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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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20年3月2日 康婷集团 价值 264 万元
女性用品 节日关怀 湖北防疫女医护人员

2020年3月4日 LG 化学 10 价值 155 万元
医用丁腈手套 防疫工作 湖北等地防疫医院

2020年3月6日 辽宁方大集团 1亿元 新冠肺炎防疫 辽宁省慈善总会

2020年3月8日 雅诗兰黛集团 价 值 1000 万
元护肤用品 节日关怀 湖北一线女医护人员

� � 3 月 5 日，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来自北京胸科
医院的 6 名年轻女护士牺牲休息时间，精心制作“百
合花”和“芙蓉花”，送给她们悉心护理的女病患们，提
前与她们一起共度妇女节。眼下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各行各业的女性坚守岗位，以
冲锋姿态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