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际

国
内

Figures02 数字
２０20．7.2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环
保

网友留言：

过半网友认为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治理意识大幅提升

2019年社会捐赠总量
预测约为 1330亿元

7 月 26 日，《慈善蓝皮书：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20）》对外发布。 报告显示 2019 年社会组织总量和
慈善捐赠总量持续增长，志愿服务、慈善资产管理和
行业建设等领域取得明显进展。 其中，2019 年社会捐
赠总量预测约为 1330 亿元。

点评 ：2019 年慈善事业所处的环境相对稳定 ，
2020 年及以后，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慈善事业会如
何发展，需要引起各方的关注。

为期三年的“护童成长”项目
启动

7 月 24 日，“护童成长”———儿童关爱服务体
系建设试点项目启动电视电话会议顺利召开。“护
童成长”项目为期三年，由民政部儿童福利司与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合作开展，在江西、山
东、广西、宁夏四个省份九个县区具体实施。

点评 ：只有建立有效运转的儿童关爱服务机制
和网络 ，才能真正提高儿童关爱服务质量 。

百岁老兵运动募捐
3300 万英镑善款抗击疫情

7 月 17 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温莎城堡
的册封二战老兵汤姆·摩尔为爵士。 这位英国 100 岁
的二战老兵在今年 4 月，以绕花园步行 100 圈的方式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英国国家卫生体系募捐到
3300 万英镑。

点评：这是爱心加创意创造出的奇迹。

2020年底餐饮行业禁止使用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意见》 提出，到
2020 年底， 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料吸管；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景区景点的餐
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点评： 禁用的同时必须做好替代产品的推广应
用，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2020 年 7 月 20 日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7 月 21 日 ， 家长带着小朋友在安定书院社区
“好人馆”为社区好人点赞。当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区爱山街道安定书院社区开展“听爷爷奶奶讲家风”
活动，让社区的青少年了解家风文化。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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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梨 521：
从判决 来 看确

实较难接受，希望二
审能够采信更多证
据，公正判决。

@ 火凤队长：
中国儿 童 保护

经历很多年，儿童侵
害案件仍时有发生 ，
法律应该让违法成
本增加，用好法律。

天娇儿：
真心期 望 儿童

伤害事件少发生，不
发生，让孩子们能够
茁壮成长。

1 .你 如 何 看 待 “王 振 华 案 ”一 审 判 决 ？
A.判决较轻。 74.04%
B.判决较重。 13.68%
C.判决适当。 12.28%

2. 你如何看待联合倡议的社会组织从 10 家
增至 106 家？

A.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意识大幅提升。
50.88%

B.热点话题增加了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
动力。 34.56%

C.可以加深公众对社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认
识。 14.56%

3.你认为儿童保护难点在哪？
A.儿童性侵的特殊性给立案、取证造成难度。

46.14%
B.监护人缺乏儿童保护意识。 37.89%
C.“谈性色变”的观念导致儿童保护的各个环

节都存在问题。 15.96%

4.你如何看待社会组织在儿童保护中能发挥
的作用？

A.现在制度下，社会组织参与儿童保护渠道、
方式、效果一般。 38.42%

B.社会组织自身理念、机制、能力有限，对于
儿童保护作用有限。 33.51%

C.社会组织发声有助于推动立法，反映民意、
维护公众利益、促进社会环境改善。 28.07%

� � 6月 17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王振华、周燕芬犯猥
亵儿童罪，分别判处王振华有期徒
刑 5年，周燕芬有期徒刑 4年。

一审判决后， 王振华方面提
起上诉，请求二审判决其无罪。 7
月 10 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决定立案受理。 针对一审判决
结果，引发舆论关切，网上不乏反
对之声，要求二审重审或重判。

除了判决引发的热烈讨论之
外， 一些民间儿童保护机构也联
合起来向有关部门发起倡议。 6 月
22 日， 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
会联合 10 家儿童保护组织（后增
至 106 家）倡议“王振华案”二审
重审重判。

有法律专家指出， 司法实践
中量刑偏轻， 这主要是立法的问
题，而不是司法的问题。 因此，社
会组织的发声， 更多是在推动未
来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变革，具有
较大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 社会组织在公共事

件中发声，已经逐渐成为常态，但
效果不一。 目前，有儿童保护的类
似修法也正在进行中，《未成年人
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向公众征求意见， 民间参与儿童
保护的机会正在增加， 渠道也呈
现多元。

那么，公众是如何看待“王振
华案”判决？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保
护难点在哪？ 如何看待社会组织
参与儿童保护的效果？《公益时
报》 联合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
查———社会组织联合倡议“王振
华案”，你怎么看？

本期益调查于 7 月 21 日开
始至 7 月 25 日结束。 调查结果显
示，74.04%网友认为判决较轻 ，
13.68%网友表示判决较重，12.28%
网友表示判决适当。

在此次关于“王振华案”的联
合倡议中， 社会组织数量很快从
10 家增至 106 家，50.88%网友认
为体现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的意识在大幅提升。 34.56%网友

认为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增加
了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动
力。 14.56%网友认为这样做可以
加深公众对社会组织地位和作用
的认识。

在被问及认为儿童保护难点
在哪时，46.14%网友认为难在儿
童性侵熟人作案居多，这给立案、
取证造成难度。 37.89%网友认为，
问题主要出在监护人缺乏儿童保
护意识上。 15.96%网友则认为是
“谈性色变”， 这样的观念让儿童
保护工作在很多环节上都是有缺
失的。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保护目前
效果如何？ 38.42%网友认为现在
制度下，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保护
渠道、方式、效果一般。 33.51%网
友认为社会组织自身理念、机制、
能力有限， 对于儿童保护作用有
限。 28.07%网友认为社会组织发
声有助于推动立法， 更全面的反
映民意、维护公众利益、促进社会
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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