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D

B

C

A

D

B

C

A

D

B

C

Figures02 数字
２０17．7.1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国
际

超六成网友
赞同设置“女性专用车厢”

截至 7月 17日 10时

环
保

■ 本报记者 李庆

� � 广州、深圳两市地铁“女性专
用车厢”已试运行一段时间，这一
试点在收获不少掌声的同时，也
引发了不少争议。

支持方认为， 地铁一直是性
骚扰高发区域， 不少女性都有过
被性骚扰甚至被猥亵的经历。

另有部分女性乘客诉苦说，
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时候， 与男乘
客相比， 力量悬殊太大根本挤不
上地铁，就算挤上去了，有时候也
会与男性前胸挨后背， 感觉很不
好。

据相关数据统计， 目前全球
有 9 个国家已经设立了女性专用
地铁车厢。 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在
接受调查的 8500 多人中， 有 64%
的人表示设女性专用地铁车厢是
个好主意。

根据 2016 年深圳地铁乘客满
意度调查中的 27267 份有效样本
显示，女性乘客占比略高。 地铁设
立女性车厢， 理论上可以防止性
骚扰；保护女性隐私，如避免女性
哺乳的尴尬；赋予女性乘车便利，
如缓解孕妇、 体力较差的女性群
体在拥挤时段乘车难等。

而反对方则认为这种做法是
歧视男性的行为。 有网友表示，在
众多男性中的确会出现个别人行
为不正、品行不端，但这种做法无
疑是将所有的男性都视为怀疑对
象，从而隔离开来。

也有部分女士认为， 这是对
女性的不尊重。 在男女平等的今
天， 为何要把女性当做弱势群体
隔离开来，说到弱势群体，大家首
先想到的都是儿童、 老人、 残疾
人、孕妇等，而不应该是女性。 另
外就算出现这个问题， 为何不是
设立男士优先车厢。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一
种文化的退步。 正如伊斯兰国家
的女性隔离区， 那是枷锁不是保
护。 因为姑娘穿得清凉，就默认增
加了性骚扰风险， 进而以隔离的
方式将女性“保护”起来，这套逻
辑恐怕站不住脚。

性骚扰问题究竟需不需要设
置“女性专用车厢”来解决？ 广州
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的报案数
据显示， 广州地铁女性乘客受到
性骚扰的事件是个别现象，从
2015 年起至今发生 74 起。

在世界地铁协会 32 家地铁
同行业绩表现中， 广州地铁车站
犯罪发生率连续多年最低。 不少
政协委员认为， 性骚扰不是设置
女性车厢的最重要因素， 女性专
用车厢的设置主要体现的是一种
对于女性的尊重和关爱。

据广州地铁公司表示， 现有
地铁列车多为 6 节车厢，如设置 1
节或更多女性专用车厢，将只有 5
节或更少车厢服务其他乘客。 由
于女性专用车厢在限定时段仅针

对女性全体， 若女性无法流动至
女性专用车厢， 同时男性又不能
进入，车厢空间的利用率有限，影
响整体运能。

那么，设置女性专用车厢是
不是对女性的保护和关爱？ 这一
做法究竟合不合理？为此，《公益
时报》联合新浪公益、问卷网和
凤凰公益推出本期益调查：你认
为设置“女性专用车厢”合不合
理？

本次调查自 7 月 14 日 10 时
开始，截至 7 月 17 日 10 时，共有
1120 位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
显示，超六成网友表示设立“女性
专用车厢”的做法合理，让女性可
以免于性骚扰，表示不合理，认为
违反了男女平等原则的网友只占
27.12%。

55.89%的网友表示会按照地
铁专门标识选择车厢。18.48%的网
友表示会对女性车厢的标识视而
不见。21.34%的网友表示如果遇到
高峰期拥挤，考虑不了那么多。

如何解决关于“设立女性专
用车厢” 的争议，40.08%的网友表
示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 让好想
法得到好的结果。34.82%的网友表
示应该在运行、 试运行前期做好
引导和宣传工作。21.17%的网友表
示要不断完善制度设计中的细
节， 避免细节的不合理所导致的
政策效果欠佳。

网友留言：

全国已认定
慈善组织 916 家

据新华网消息，近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我国
慈善行业 2017 年上半年关键数据。 截至 6 月 30 日，
全国共认定慈善组织 916 家，其中民政部认定的全国
性慈善组织 107 家， 各省认定的地方性慈善组织 809
家。在已认定的慈善组织中，基金会为主体，数量接近
800 家。

点评：与几十万的社会组织相比，这一数字还远
远不够，慈善组织的认定工作需进一步提速。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
全部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5 月 3 日， 李克强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大型商业银行 2017 年内
要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 截至 6 月末，工、农、
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具
体方案已全部出台， 总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均已正式
挂牌。

点评：普惠金融事业部即将成为银行标配 ，金融
扶贫工作将迎来新的时代。

巴菲特向盖茨基金会等机构
捐献 31.7 亿美元

据 NewsMax 北京时间 7 月 12 日报道，“股神”沃
伦·巴菲特周一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五家
慈善机构捐献了价值 31.7 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股票。 巴菲特计划在十多年内“散尽家财”，这是该计
划迄今最大的一笔捐款。

点评：“散尽家财”并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不仅需
要信念，更需要恰当的技巧与安排。 公益从来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情。

家用饮水不安全
威胁全球 21 亿人

据世界卫生组织（WT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
布的最新报告，全球有 21 亿人缺乏家庭安全饮用水，
其中 8.44 亿人甚至无法获得饮用水基本服务。 另外，
有 45 亿人缺乏安全饮水卫生设施， 儿童面临腹泻风
险。

点评：由于发展不均衡，中国的不少地区同样面
临这一问题，亟需公益组织的介入。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7月 11日 湖南汉森制药刘令安 600万元 抗洪救灾 湖南益阳

2017年 7月 13日 长沙炎黄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000万元 抗洪救灾 宁乡县慈善会

2017年 7月 13日 臻溪谷投资（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亿元 设立“臻溪生命科学基
金”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7 年 7 月 10 日至 2017 年 7 月 16 日)
（制表：王勇）

25 年来， 新疆喀什疏勒县疏勒镇有 2000 多个孩
子走进 75 岁的“拾荒老师”潘玉莲家土坯房里的“爱
心小课堂”。 潘玉莲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吾尔族，她
精通两种语言， 年轻时一度在外务工，1992 年回到家
乡。 她把家里最大的一间房腾出来，改成现在的小教
室。 这里一分钱不收，还给孩子们管饭、发文具；这里
只有一个老师， 辅导 5 个年级几十个孩子的语文、数
学、外语。 图为潘玉莲和孩子们在疏勒县“爱心小课
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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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大多数 ：我
作为一名青年， 在女性
车厢受到的第一冲击感
就是这个地方是女性优
先的， 我会首先遵守规
则移步普通车厢， 没有
太多的大道理这是人性
的驱使， 也是男人应该
做的。 虽然我在其他车
厢也会让座， 但是不能
否认女性车厢的作用。

之行泰安： 一直说
男女平等， 这一做法根
本上就是以关爱女性的
名义歧视女性。

北极光： 既然提出
来了就先实行， 有用就
扩大， 弊大于利自然就
会不了了之。

1.你认为设置“女性专用车厢”合不合理？
A、 合理， 可以使女性乘客免于性骚扰。

60.35%
B、 不合理， 违反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27.12%
C、尚可接受，并没有完全禁止男性乘坐。

9.03%
� � D、说不清楚。 3.5%
2.你认为如何解决关于“设立女性专用车厢”的
争议？

A、政府应完善相关的政策，让好想法得出
好结果。 40.08%
� � B、做好引导和宣传工作。 34.82%
� � C、不断完善制度设计中的细节。 21.17%
� � D、说不清楚。 3.93%
3.若你所乘坐的地铁设置了女性车厢，你会怎
么做？

A、按照地铁专门标识选择车厢。 55.89%
� � B、即使有标识，也视而不见。 18.48%
� � C、视具体情况而定。 21.34%
� � D、说不清楚。 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