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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5月 15日 9时

环
保

■ 本报记者 王勇

近八成网友表示
一年内为救灾类项目捐过款

5 月 8 日 10:00， 四川汶川县
银杏小学启动地震预警演练，31
省区市 700 余所学校、40 个社区、
10 个场镇和一些工厂 100 万人共
同参与的 2017 地震预警演练就
此拉开序幕， 也提醒着人们 5·12
又到了，你还记得那场大地震吗？

2008 年 5 月 12 日， 一场 8.0
级特大地震重创以四川汶川为中
心超过 10 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地
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
家和地区。 截至 2008 年 9 月 18
日，69227 人遇难，374643 人受伤，
17923 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8452
亿元人民币。

灾难袭来， 举国志哀， 举国救
援。无数的救援人员、志愿者、物资、
捐款涌向灾区，截至 2008年 9月 25
日 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
界捐赠款物总计 594.68亿元。

突如其来的灾难， 让我们体
验了生命的脆弱， 也见证了生命
的顽强和人性的力量。 从这一年
开始，国人的捐赠意识、志愿服务
习惯逐步提升， 对防灾减灾的重
视程度更是空前高涨。

2009 年，经国务院批准，每年
5 月 12 日被定为全国“防灾减灾
日”。

每年的“防灾减灾日”前后，
都会组织一系列的防灾减灾宣
传、教育、演练活动，以进一步唤
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
度关注， 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

识， 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
和避灾自救技能， 提高各级综合
减灾能力， 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
灾害的损失。

银杏小学的地震演练活动就
是“防灾减灾日”活动的一部分。
当天， 银杏小学的演练模拟了北
川县发生 7 级地震， 地震预警网
提前 30 秒向汶川县银杏小学推
送地震预警信息， 该校师生听到
警报后按照地震预警应急预案进
行了有条不紊地疏散避险。

“学校每年都会定期开展地
震预警演练，通过多次演练，学校
也制定了更加合理的地震预警应
急预案，此次演练过程中，师生对
地震预警警报反应更加迅速、疏
散更加有序、避险措施更加得当，
有效提高了师生应对真实地震的
能力。 ”汶川县银杏小学总务主任
刘春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
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
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
重。 2010 年 4 月 14 日青海玉树发
生了 7.1 级地震；2011 年 11 月 8
日， 东海海域发生了 7.2 级地震；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发生
了 7.0 级地震；2013 年 7 月 22 日，
鲁肃定西发生了 6.6 级地震；2014
年 2 月 12 日，新疆于田发生了 7.3
级地震；2014 年 8 月 3 日，云南鲁
甸发生了 6.5 级地震……

居安思危才能防患于未然，

然而并不是所有地方在防灾减灾
方面都能像汶川那样常态化，尤
其是最近二三年没有大的地震等
惨烈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下。

在汶川地震 9 周年来临之
际， 为了了解公众在防灾减灾方
面的参与度，《公益时报》 联合新
浪公益、 问卷网和凤凰公益联合
推出益调查———5·12 又到了，你
还记得那场大地震吗？

本次调查自 5 月 11 日开始，
截至 5 月 15 日 9 时，1052 位网友
参与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网友
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投入在增多。

超过六成网友表示参加过防
灾减灾演练或类似的培训，43.2%
的网友在单位的组织参加过，
20.5%的网友自行参加过。

最近 1 年，仅 15.9%的网友表
示既没有为防灾减灾救灾项目捐
过款，也没有做过志愿者；76.6%的
网友表示捐过款；26.2%的网友表
示做过志愿者；18.9%的网友既捐
过款，也做过志愿者。

对于怎样才能真正提高全社
会的防灾减灾能力的问题， 更多
的网友认为要加强政府的责任。
44.8%的网友认为政府应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 在此基础上进行全民
教育；25.2%的网友认为需要将防
灾减灾工作定为单位、 机构的法
定义务；19.3%的网友认为需要将
防灾减灾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体
系并进行考核。

网友留言：

瞬间空白 ss：谁也不
能预知意外何时发生 ，与
其存有侥幸心理， 不如提
前做好预防措施。

日仩： 汶川地震过去
九年了。 急救知识希望我
们永远用不上， 但我们一
定要知道。

沙巴猪：我觉得，所有
学校，不管幼儿园，小学及
到了工作单位， 一定要特
训急救 ！！！！ 让每个人都
懂，不要盲目救人，或遇问
题手足无措。

某朵大红花： 全面提
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1、最近 1 年，你参加过防灾减灾演练或类似的培训吗？
A、单位组织参加过。 43.2%
B、自行参加过。 20.5%
C、没有参加过。 36.3%

2、最近 1 年，你为防灾减灾救灾项目捐过款或者做过志
愿者吗？

A、捐过款，也做过志愿者。 18.9%
B、捐过款，没做过志愿者。 57.7%
C、没捐过款，但做过志愿者。 7.3%
D、没捐过款，也没做过志愿者。 15.9%

3、你认为怎样才能真正提高全社会的防灾减灾能力？
A、政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行全民教育。

44.8%
B、将防灾减灾工作定为单位、机构的法定义务。 25.2%
C、 将防灾减灾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并进行考核。

19.3%
D、发展防灾减灾类的社区组织，为公众参与提供便捷途

径。 10.5%

报告称我国 2.8 亿农民工
月均收入 3275 元

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农民工总量达到 28171
万人，比上年增长 1.5%，增速比上年加快 0.2 个百分
点。这也是 2011 年以来农民工数量增幅首次扩大。农
民工月均收入达 3275 元。

点评：农民工的数量与收入直接关系到农村的发
展状况，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公益项目的设计必须建
立在对这一点的清醒认识上。

2.65 万家民营企业
精准帮扶 2.1 万个贫困村

据《人民日报》消息，截至 2016 年底，全国进入
“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有
2.65 万家， 精准帮扶了 388.64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涉及 2.46 万个村，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 2.1 万个，公
益扶贫投入 82.98 亿元。

点评： 民营企业参与扶贫需要有更多的政策支
持，需要有更多的社会组织一起合作。

自称慈善家
非法集资 3400 万“善款”获刑

据《北京晨报》报道，自称慈善家的张田，号称要
邀请 192 个国家首脑和世界 500 强企业老总到京参
加大会，还要他们出 3000 亿美元做慈善，建设所谓的

“敬老都”让大家免费居住。 凭借这样低劣的谎言，张
田向公众非法集资了巨款。北京市三中院近日认定张
田非法集资 3400 余万元，构成集资诈骗罪，与其他罪
行并罚判其有期徒刑 20 年，罚金 60 万元。

点评：以慈善之名行骗、非法集资、传销等屡屡出
现，需要执法部门的打击，更需要公益慈善行业的自
律与发声。

环保督察行动已历时 1 年
问责 1278 人

据《经济参考报》消息，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5 月 11 日公布， 正在 7 省市进行第三批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的 7 个督察组已完成第一阶段省级层面督察
任务，正式进入下沉督察阶段。 7 省市边督边改，已问
责 1278 人。 此次中央环保督察已历时一年多， 范围
广、时间长、力度大，被称为我国环保有史以来、国家
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

点评：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已经常态化，期待环保
督察今后逐步走向制度化运作，还应进一步强化环保
体系建设，培育公民的环保意识，增强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组织等参与环保的主动性。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5月 11日 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600万元 金融知识普及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7年 5月 12日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200万元 地震救援 新疆喀什震区

2017年 5月 12日 五粮液集团 1000万元 教育事业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 5 月 8 日至 2017 年 5 月 14 日)
（制表：王勇）

5 月 11 日 5 时 58 分，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发生 5.5 级地震并造成人员伤亡。
地震发生后，壹基金救援联盟第一时间行动，开展
灾情评估，壹基金联合救灾及时启动转运物资并于
当日晚间将首批救援物资运达受灾地区。 5 月 12
日，救援物资开始陆续向受灾群众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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