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6 月 12 日，卫生部发布《医疗
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旨在通
过“节流”保障临床用血需求和血
液安全。 卫生部表示，我国无偿献
血机制正面临挑战， 部分地区血
液供应紧张已经呈常态化。

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
说，随着医疗服务能力的加强，临
床血液需求的快速增长是血液供
应紧张的重要原因。 2010 年与
2009 年相比 ， 手术人次增长
18.6%, 而同期无偿献血量增长仅
有 7.7%,也就是说，无偿献血量的
增长远远赶不上手术人次的增长
和医疗服务量的增长水平。

我国无偿献血的基础仍然比
较薄弱。 我国大陆人口献血率只

有 9‰。 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只
有一个国家的人口献血率达到
10-30‰的水平，才能基本满足本
国临床用血需求。 针对献血无偿、
用血有偿的问题， 郭燕红回应称
这是为了保障血液安全所需要的
成本。

郭燕红介绍， 血液费用绝对
不是指血液本身， 而是在血液采
集、制备、分离、储存、运输当中所
发生的成本。 特别是为了保障血
液安全， 我们临床当中在血液的
采集上是一系列的无菌的技术标
准和相应的耗材， 而这个成本的
收费标准，卫生部、发改委、财政
部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6 月 14 日是第九个世界献血

者日，今年的主题是“每一位献血
者都是英雄———用行动为生命加
油”。 据了解，设立“世界献血者
日” 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健
康人无偿献血， 宣传和促进全球
血液安全规划的实施。

然而事实上， 很多人对于无
偿献血的态度正在发生着变化。
那么， 面对部分地区血液供应紧
张呈常态化的现实， 大家是觉得
事不关己还是心存忧虑呢？ 大家
又是否愿意主动无偿献血呢？《公
益时报》 与搜狐公益联手推出的
“益调查” 结果显示，75.44%的网
友表示不愿意主动无偿献血，对
现行的献血机制不满意， 也缺乏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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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6月 11日 中天科技集团 1000 万元 慈善事业 如东县慈善协会

6月 12日 南京神州英诺华医疗 价值428万元仪器 医疗慈善 江苏省红十字会

6月 13日 河仁慈善基金会 3000 万元 灾后重建 甘肃省岷县

6月 14日 成龙慈善基金会 100 万元 儿童重病救治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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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18 日)
（制表：张雪弢）

调查结果：

截止时间：6 月 17 日 20 时

� � 本次调查从 6 月 15 日 9 时
至 6 月 17 日 20 时，共有 2557 位
网友参与调查。

“益调查 ”结果显示 ，73.22%
的网友对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处
于血荒常态化的状态是知道的，
主要是从媒体报道中了解很多
情况。 而 7.55%的网友了解部分
地区血荒常态化的状态则是因
为已经有切身体会。9.94%的网友
则表示不知道这种情况 ，对这方
面关注度不高。

那么，对于部分地区已经出
现的血荒常态化趋势，网友们是
否感到担心？ 50.61%的网友表示
非常担心，认为血荒关系到每个
人的切身利益。 21.08%的网友感
觉有些担心，但又觉得不会马上
影响到自己。 仍有 19.72%的网友
认为无所谓，需要用血的时候毕
竟是少数。

而目前情况下 ，大家是否愿
意主动无偿献血呢？ 调查显示 ，
75.44%的网友不愿意， 他们表示
对现行的献血机制并不满意，也
缺乏信任。 但也有 13.58%的网友
表示非常愿意， 会去无偿献血 。
有部分网友表示愿意无偿献血，
但平日里想不起来献血 ，也许真
的是“血到用时才想起”。

� � 近日， 乌克兰女性借势欧洲杯呼吁停止杀戮流
浪动物。 在乌克兰基辅，女性高举沾满“血迹”的足
球，以及写有“停止屠杀动物”的标语，举行示威活
动。 示威者试图通过此举吸引乌克兰议员对于大规
模杀害流浪动物的问题的关注。 示威当天正是 2012
年欧洲杯开赛的第二天。

0.84%
�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6 月 12 日公布 2011 年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1 年基金投
资收益率 0.84%，远低于其年均投资收益率 8.40%。

108家
6月 15日，国资委公布了去年央企对外捐赠情况。 截

至 2011年底，117家央企中有 108家发生对外捐赠支出，
累计支出总金额为 37.70亿元。其中，公益性捐赠 20.09亿
元，占 53.28%；救济性捐赠 12.48亿元，占 33.09%；其他捐
赠 5.13亿元，占 13.63%。

18.3万亿元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

风险》预测，到 2013 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 18.3
万亿元。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
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

30家
日前， 山西省环保厅对 2012 年第一季度重点企

业超标情况进行了通报，30 家企业因废气废水超标排
污不仅受到罚款，而且污染企业的“绿色信贷”将受影
响。 据了解，山西全省重点监控企业 446 家，超标排放
企业 30 家，平均达标率 93.2%。

3000亿元
6 月 15 日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在全国地方气

象立法工作座谈会上透露，1999 年气象法实施后，气
象灾害所造成的人员死亡数和经济损失数量均呈下
降趋势。 但是，每年仍会造成 3000 亿左右人民币的损
失，死亡人数平均也有 2000 人左右。

1/1200万
据美国《侨报》报道，身为医生的加州众议员候选

人林元清 6 月 13 日在蒙特利公园市嘉惠尔医院举行
记者会， 希望透过媒体的宣传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血
癌病患、25 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女学生梁嘉欣找
到骨髓捐赠者。 梁嘉欣的同学和好友发起了“626 运
动”， 希望透过 7 月 14 日在巴恩斯公园举行的骨髓捐
赠活动， 在 1/1200 万的几率中找到既和梁嘉欣 DNA
相匹配，又愿意将骨髓捐给她的爱心人士。

1000万美元
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上周

末披露的法庭文件显示，Facebook 与原告达成和解协
议，以 1000 万美元和解指责其侵犯用户姓名、照片等
使用权的诉讼。 根据和解协议，这笔钱会被捐赠给慈善
团体。

超七成网友表示
不愿意主动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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