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gures02 数字
２０17．1.17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环
保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超九成网友赞同
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寻人信息

1 月 10 日是全国第 31 个
“110 宣传日”，武汉市公安局在某
支付平台上线了“迷失人员信息
发布平台”。 武汉市民进入该支付
平台城市服务， 开通“电子身份
卡”，就可以在线浏览迷失人员信
息。

如果有迷失人员 24 小时还
未找到， 或者迷失时间虽不到 24
小时， 但人员比较特殊、 情况危
急，比如老人、小孩等，公安后台
技术人员会将迷失人员具体情况
发至平台， 并推送给相关区域内
开通了“电子身份卡”的用户，动
员社会力量一同寻找。

已经有老人和孩子通过这个
平台回家。 2017 新年临近，武汉青
山区九旬老人熊某却走丢了。 那
时， 迷失人员信息发布平台刚搭
建完成，正在测试中。 民警决定将
熊老的信息发布到平台实测。 3 个
小时后，消息来了。 同在青山区的
用户黄女士发现一位“迷路找不
到家” 的老人与平台上发布的熊
老体貌特征相符， 遂拨打了 110
报警，民警及时赶至现场，核实身
份后将熊老送回了家。

据武汉市公安局指挥调度
中心主任蔡永红介绍， 目前，武

汉每天迷失人员在 80 至 90 人，
老人、小孩居多，大部分迷失人
员在数小时之内即被找到。 上述
平台正式运行后，将重点关注迷
失 24 小时以上的人员。 发布之
前，警方要审核相关手续，详细
了解相关情况，收集迷失者的近
期照片。 而后将通过支付平台实
时发布迷失人员信息，请广大市
民协助“寻人”。

实际上， 这已经不是互联网
首次在“寻人”领域发挥社会救援
作用。 此前一个经典案例是公安
部的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团圆”。 这个系统接入了很多超
级 APP， 用户可以根据这些 APP
推送的走失儿童体貌特征留意并
协助公安系统找到他们。 截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 平台共发布
信息 572 条， 共找回儿童 533 名，
儿童找回率为 93%。

好的互联网产品应该是人性
向善的扩大器， 利用互联网平台
优势，将公益与产品融合，让每个
人每时每刻都能随手表达爱心和
善意，是互联网公益的探索方向。
公益或许是解决社会问题最柔软
的方式，再加上互联网的效率，或
许还有更多想象空间。

《公益时报》联合凤凰公益、
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查”：“你怎
样看待互联网寻人效果？ ”本次调
查从 1 月 13 日开始，截至 1 月 16
日 9 时， 累计参与调查人数为
2785 人。

调查结果显示， 超九成网友
赞同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寻人信
息，认为可以提高寻人的成功率。
仅有 8%的网友表示反对，觉得寻
人信息入驻各大型平台会降低平
台产品的体验感。

75%的网友认为这是社会发
展到互联时代的必然产物， 而且
成功案例已有多起。 有 5%的网友
认为互联技术的逐步发展， 寻人
还有更多想象空间。

对于如何提高寻人的成功
率，35%的网友认为政府可以出台
相关政策，发动公共资源寻找。 如
平台“团圆”等。 30%的网友认为可
以运用权威媒介打造品牌栏目，
扩大影响推动寻找。 如央视“等着
我”栏目。 20%的网友认为应该严
厉打击涉走失人群的犯罪活动，
保障走失人群权益。 15%的网友认
为可以通过公益组织发动社会力
量，披露相关寻亲信息，联合多方
力量开展寻亲活动。

截至 1月 16日 9时

网友留言：
娟娟溪流： 通过系

统及时找到了孩子 ，避
免了孩子在外的风险是
一件好事。

Bany 超人：面对当
前蓬勃发展的信息化大
潮， 寻人行动只有主动
升级触网， 及时搭上信
息科技和网络应用的快
车， 更充分地发挥出信
息科技效能， 才能守护
好回家之路。

white：普通民众在
遇见迷路的儿童时 ，要
多一分爱护和关注 ，反
拐有你，才能让爱团圆！

心中的火焰： 寻找
失踪儿童不再是警方的
单打独斗， 而是借助亿
万 网 民的 力 量 一 起 寻
找。

kindle：在大数据时
代， 失踪儿童的回家路
将更通畅。

1. 你怎样看待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寻人
信息？

A、赞成。 能够提高寻人的成功率。 92%
B、反对。 寻人信息入驻各大平台，降低

了用户对产品的体验感。 8%
C、无所谓。 0%

2.你怎样看待互联网寻人的效果？
A、 这是社会发展到互联时代的必然产

物，成功案例已有多起。 75%
B、互联时代，降低了寻人信息发布和寻

找的成本，精准寻找。 20%
C、互联技术的逐步发展，寻人还有更多

想象空间。 5%

3.如何提高寻人的成功率？
A、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发动公共资源寻

找。 如平台“团圆”等。 35%
B、权威媒介打造品牌栏目，扩大影响推

动寻找。 如央视“等着我”栏目。 30%
C、公益组织发动社会力量，披露相关寻

人信息，联合多方力量寻人。 15%
D、严厉打击涉走失人群的犯罪活动，保

障走失人群权益。 20%

我国 31年贫困人口减少 7.9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的

《中国扶贫开发报告 2016》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
贫”， 按照 2010 年价格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2300 元
扶贫标准， 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7.7 亿人减
少到 2015 年的 5575 万人，减少了 71464 万人或者
92.8%。

点评：在为巨大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还要看到我
国依然有绝对数量巨大的贫困人口。 “十三五”期间，扶
贫工作还面临着脱贫任务重、宏观经济调整、气候变化
和不确定的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挑战。

2016年全国近 1.9亿人次受灾
1 月 13 日，民政部、国家减灾办发布了 2016 年全

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 2016 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
全国近 1.9 亿人次受灾，1432 人因灾死亡，274 人失踪，
1608 人因灾住院治疗，910.1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
353.8 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52.1 万间房屋倒塌，334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 农作物受灾面积 2622 万公顷，其
中绝收 290 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5032.9 亿元。

点评： 我国面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救灾联动机制，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全方位参与，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
化防灾减灾救灾格局。

“凉山诈捐”获利超 40万
两主播被采取强制措施

据新京报报道，主播凉山诈捐一事尘埃落定。凉山
警方公布调查结果称，涉事两名网络主播中，杨某（“杰
哥”，安徽宿州人）通过直播平台骗取“礼物”提现金额
达 24.9 万余元，而刘某（“黑叔”，黑龙江肇东市人）亦
获利 18.6 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逮捕，刘
某已被刑拘。

点评： 对诈捐要一查到底， 才能真正维护慈善生
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专家呼吁尽快出台
室内 100%禁烟条例

据《经济日报》报道，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近日
在北京发布《2016 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针
对报告提出的相关问题专家表示，国家应尽快出台室
内百分之百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并
将戒烟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根据“健康中国
2030”逐步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将成人吸烟
率降低到 20%。

点评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
垣表示 ： “中国的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知识知晓率是
全世界最差的 ”。 形成共识需要更多力量以更创新
的方式投入到控烟事业中 。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1月 9日 松霖科技有限公司周华松 1000万元 高校教育 南华大学

2017年 1月 10日 奇美集团 1300万元 医疗卫生 镇江市慈善总会

2017年 1月 11日 飞鹤乳业 200万元 传承传统文化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2017年 1月 15日 金科集团 500万元 扶贫济困 重庆市慈善总会

(2017 年 1 月 9 日至 2017 年 1 月 15 日)
（制表：王勇）

1 月 15 日，2017 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暖
冬行动”正式启动。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12 万多名青
年志愿者在 3400 多个服务单位的 1 万余个服务站点
开展春运志愿服务。图为河北衡水市桃城区团委组织
百余名青年志愿者分赴全区各个工地，帮助外来务工
人员订购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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