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0����1 23��

Figures02 数字
２０21．4.27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国
内

环
保

网友留言：

超六成网友认为可通过募捐
支撑“拾金不昧奖励金”

82 家已取缔非法社会组织
名单公布

4 月 26 日， 民政部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向社会公布第二批地方民政部门近
年来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包括中国农
业培训中心、中国健康发展委员会等 82 家。

点评：只有加大打击整治力度，铲除非法社会组
织滋生土壤，才能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

各地修复水利工程设施
落实资金 91 亿元

据《人民日报》消息，截至 4 月 15 日，28 个省份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含北京、天津、上海）共落实
各类修复资金 91 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
补助 23.1 亿元，落实修复项目 13631 个，修复完成率
为 75.73%。

点评：从 4 月 1 日起，我国已进入汛期，防汛备汛
工作已经展开。 救灾类社会组织需要及时开展工作，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情。

中国即将向阿富汗
捐赠 40 万剂疫苗

据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网站 4 月 26 日消息，4
月 25 日， 中国政府对阿富汗紧急粮食援助项目交接
仪式在阿政府媒体信息中心举行。 王愚大使表示，年
来，中方向阿提供了超过 1.3 万吨粮食援助，惠及了
阿数百万民众。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中方已提供数批
医疗物资援助，还即将捐赠 40 万剂疫苗。

点评：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离不开国家之间的合
作，中国的捐赠将推进这一合作的进程。

2020 年我国核能发电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超 2.74亿吨

近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中国核能发展报
告 2021》。《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核能发电量为
3662.43 亿千瓦时。与燃煤发电相比，全年核能发电相
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 10474.19 万吨， 减少排放二氧
化碳 27442.38 万吨、二氧化硫 89.03 万吨、氮氧化物
77.51 万吨，相当于造林 77.14 万公顷。

点评：在保证安全运营的前提下，核电可以为节
能减排作出重要贡献。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5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苏石伟

“跨省通办真是太方便了，省去往返老家的时间和
精力，我能多陪陪在病床上的弟弟。 ”4 月 21 日上午，
全国首例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在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办理完成。核实材料证件、登录办
理平台上传照片、输入残疾人信息……仅仅用了 20 分
钟， 杨女士就帮助身有残疾在医院卧床的弟弟办理了
残疾人两项补贴的资格认定手续。

（据《北京社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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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冰椰汁：
奖励政策本身

很好，具体执行还要
细化 ， 避免有人投
机，公益组织可协助
政府一起来完善。

妖瞳 1989：
建议设置最低

10%的奖励 ，然后上
限不超过 500 元，当
金额巨大时可给予
其它形式的荣誉奖
励，满足别人物质同
时精神也得到鼓励。

萌宝吖 o1：
不是所有捡到

的物品都便于定价，
每个物品对不同人而
言价值不同， 该政策
待完善空间还很大，
需要逐步来调整。

1.《规定》中提出的“按比例回报”模式是否适合在全
社会大规模宣传？

A.适合 ，有了规定 ，就应该让大家对此有准确认知 ；
58.48%

B.不适合，这种宣传会误导人们“刻意索取”；27.18%
C. 现在讨论尚早 ， 要看是否能推广开再做定论 。

14.34%

2. 你是否赞成通过社会募捐和公益捐赠的形式作为
奖励金的来源？

A.赞成，政府财政负担能减轻，奖励金也将源源不断，
让拾金不昧有奖励成为社会常态；62.34%

B.不赞成，既然是政府性规定，资金就应该由相关财
政部门来负责；16.96%

C.秉承自愿态度，有自愿捐赠也可以接收。 20.70%

3.《规定》将拾得物的公开招领时间从此前的 6 个月增
至一年。 在此之前，奖励金是否可以通过公益机构先垫付？

A.完全可以，这样有利于弘扬民族美德，促进社会和
谐；52.62%

B.不合适，《规定》的行为主体就是公安机关；20.20%
C.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需要时公益机构可以参与。

27.18%

2021 年，《广州市拾遗物品管
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审议
通过并实施。《规定》提出，接收单
位在接受拾得人送交的遗失物
时， 应同时向拾得人开具送交遗
失物的相关凭证； 对拾金不昧或
处理拾遗物品有显著成绩的单位
和个人予以奖励和表扬； 公安机
关要按拾获财物价值 10%的金额
对拾得人给予奖励。

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热议。一
部分反对者认为明确规定奖励比
例的“拾金不昧”似乎有变味之嫌。
甚至有人提出， 当拾金不昧需要
“有偿”的时候，就标志着道德正在
“沦陷”。这种观点代表了社会对于
拾金不昧最原初的道德想象，仿佛
任何与奖励挂钩的做法，都在“玷
污”拾金不昧的道德纯度。

但也有支持者认为，拾金不昧
固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
拾金不昧者付出的时间、精力或钱
财等成本和经济损失，究竟由谁来
承担，一直有着很大争议，很容易
引发矛盾和纠纷。按拾获财物价值
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不
仅提高了拾者主动上缴拾物的积
极性， 让更多失主能找回遗失物，
也将有助弘扬传统美德，是一个实
实在在的惠民好办法。

相关专家表示，现实来看，给
予拾金不昧者“10%”的奖励，很大
程度上仅仅只是对拾金不昧成本
的一种合理分担。 如《物权法》中
的规定：“拾得遗失物， 应当返还

权利人， 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
利人领取， 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
部门”的同时，也明确“权利人领
取遗失物时， 应当向拾得人或者
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
的必要费用。 权利人悬赏寻找遗
失物的， 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
承诺履行义务”。 也就是说，拾金
不昧是道德， 索要合理费用则是
法定权利。 两者不仅不矛盾，保障
索要合理费用的权利， 还能降低
社会对于拾金不昧成本的顾虑，
从而起到更好的鼓励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规定》中
所指的拾金不昧可获得财务价值
10%的奖励， 适用的语境只是无人
认领的物品，并且是由公安机关来
给予奖励。这一规定其实把握好了
度。 一方面，它巧妙化解了无人认
领的物品该由谁来承担拾金不昧
成本的问题，从而有利于最大程度
打消社会对于拾金不昧的后顾之
忧；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出手奖励
带有公共属性，它更能直接体现政
府鼓励拾金不昧的公共立场。

那么， 公益组织在新规之下
应该如何调整对于拾金不昧行为
的倡导？ 关于公众所关注的奖励
金经费来源问题， 公益力量是否
也该出一份力？ 为此《公益时报》
联合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查———
拾金不昧可获财物价值 10%金额
奖励，你怎么看？

调查结果显示，58.48%的网友
认为《规定》中提出的“按比例回报”

模式是可以适合在全社会大规模宣
传的，有了规定，就应该让公众对此
都有准确认知； 但也有 27.18%的网
友持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这种宣传
会误导人们“刻意索取”； 还有
14.34%的网友认为现在讨论还尚
早， 因为目前该模式只在少数地区
实行，要看是否能推广再做定论。

对于奖励金的经费来源问
题，62.34%的网友赞成通过社会募
捐和公益捐赠的形式来支撑，认
为这样政府财政负担能减轻，奖
励金也将源源不断， 可以让拾金
不昧有奖励成为社会常态； 还有
20.70%的网友认为此事应完全秉
承自愿态度， 政府不应该主动募
捐，但有自愿捐赠也可以接收；另
外还有 16.96%的网友表示不赞
成，认为资金应该由财政负责，不
属于社会公益范畴。

《规定》将拾得物的公开招领
时间从此前的 6 个月增至一年，
也就是说，10%的金额奖励至少得
一年后才能兑现， 鉴于时间跨度
之长带来的不确定性，“奖励”政
策在执行中显然考验相关部门践
诺的诚意。52.62%的网友认为可以
让公益机构先垫付， 因为公益机
构是服务于社会的， 这样有利于
弘扬民族美德， 促进社会和谐；
27.18%的网友认为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有需要时公益机构可以
参与；20.20%的网友认为不合适，
因为《规定》的行为主体就是公安
机关，不应该掺入社会公益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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