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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你身边有已知的“乙肝
病毒携带者”，您会如何对待？

A、一视同仁 41%
B、避之唯恐不及 15%
C、照顾人家的自尊心，但自己

也要小心 37%
D、不好说 7%

2、你认为乙肝病毒携带者遭到
歧视和偏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国家卫生部门宣传普及不
够 35%

B、 乙肝疾病本身的社会认知
就比较“可怕”36%

C、 乙肝病毒携带者刻意隐瞒
带来的负面效应 15%

D、人性使然，可以理解 14%

3、你认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怎样
才能求得工作与生活的平等权利？

A、 政府部门有责任推广普及
相关知识 37%

B、 招聘员工的单位和机构要
具备基本常识，不能“一刀切”32%

C、 民众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
常识学习 19%

D、社会大环境不够宽容的话，
恐怕很难有向好的转变 12%

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
登记突破 300 家

据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数据，截止
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在境内登记的境外非政府组
织代表机构共计 305 个，其中组织注册所在国家或地
区数量排名前五位的为美国、香港、日本、韩国和德
国，占总数的 71.48%。

点评：经过一年的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
动管理法》得到了全面的落实。 2018 年，境外非政府组
织在国内的活动将呈现加速状态。

2018 首日地球“添丁”
近 39 万

据中新网消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 今年 1
月 1 日，全球新生儿数量可能高达 39 万，其中多数降
生在贫困落后地区。 新生儿的估计数字基于联合国公
布的《2017 世界人口展望》报告。

点评 ：新生命的诞生是令人欣喜的 ，但他们的成
长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首轮中央环保督察
问责 31 省份 1.8 万余人

据中新网消息，从 2015 年 12 月督察试点在河北
展开至今，两年时间过去，中央环保督察已经实现 31
省份全覆盖。 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13.5 万余件，累计
立案处罚 2.9 万家，罚款约 14.3 亿元；立案侦查 1518
件，拘留 1527 人；约谈党政领导干部 18448 人，问责
18199 人。

点评：通过督察问责，一批领导干部受到警醒，环
保压力得到有效传导。 今后应建立长效机制，绝不能
把督察变成一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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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3日 天鸿地产 3000万元 支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建设
中央美术学院教育
发展基金会

2018年 1月 4日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1亿元 设立“杭州师范大学恒逸邱建林基金”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
基金会

2018年 1月 6日 中国科大百人会 5000万元 学科建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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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四成网友表示对
“乙肝病毒携带者”会一视同仁

环
保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下午，国家林业局官方微博联
合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发布由公益大使姚明拍
摄的最新公益广告《以法律之名， 让象牙不再是商
品》，呼吁公众遵守法律禁止象牙买卖。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禁止国内象牙商业性贸易全面实现。 从这
一天开始，买卖象牙在中国大陆是违法行为，将面临
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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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不像艾滋病毒那
样，短短几年时间就会致人死亡。
但是，这个“沉默杀手”对人类造
成的伤害却一点都不比那些臭名
昭著的病毒弱。 迄今为止，全世界
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根治乙肝。 因
而，每每听闻身边人罹患“乙肝”，
恐怕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得离他（她）远点……”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乙肝
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在病
理和临床表征方面有着很大的区
别。

来自我国乙型肝炎血清流行
病学调查的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
1-59 岁的一般人群中乙肝病毒表
面抗原阳性率为 7.18%，据此比例
推算， 我国目前感染乙肝病毒
（HBV）人数约 9300 万人，其中慢
性肝炎患者约 2000 万，那么剩下
的 7000 多万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乙肝病毒携带者”了。

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包括：
1、母婴传播。 母婴传播主要

是由于宫内感染、 产时及产后传
播 （产后传播主要通过母乳喂
养）。

2、血液传播，包括乙肝病毒
通过输血、注射、针刺等进入无乙
肝病毒抵抗力者的体内。

据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
案》规定：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除
不能献血和直接接触入口食品和
保育工作外，可照常工作和学习。

另据我国早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就实施的《就业促进法》中也
指出： 如果乙肝病原携带者在求
职过程中因为携带乙肝病毒而被
拒绝，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
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就树立公平就业、反对歧
视的旗帜， 乙肝病原携带者的平
等就业权等得到更好、 更高层次
的保障予以了明确。

我国乙肝患者不在少数，而
他们因乙肝而面临的困扰也很
多。 困扰来自于歧视，歧视源自于
偏见。 近年来，相关机构对乙肝病
毒携带者的社会调查结果表明，
目前公众对乙肝及乙肝病毒携带
等知识普及十分有限。

以大学生为例，2012 年针对
武汉 5 所高校近 3000 名大学生
的中国首部《高校学生乙肝认知
调查报告》出炉，“超过 58%的高校
学生认为自己不了解乙肝，52%的

人觉得乙肝‘可怕’，超过 20%的人
觉得一起吃饭会传染乙肝， 四成
人拒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谈恋
爱。 ”

正因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
误解和偏见， 不少用人单位在招
聘和使用员工的过程中， 也一再
爆出对这个群体的疏离和排斥。
在同等条件下求职的应聘者，一
旦表明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
身份， 被用人单位弃用的可能性
就不言而喻。 这也使得一些人在
就业或求学过程中， 被动隐瞒自
身情况，一旦“秘密”被公开，对当
事人生活和工作带来的不良后果
更甚。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日新
月异， 人类对各种疾病的了解渠
道不断丰富，公众对“乙肝病毒携
带者” 这个群体的认知是否有所
进步？ 他们会如何对待身边的“乙
肝病毒携带者”？ 就此，《公益时
报》联合凤凰网公益、问卷网共同
推出本期益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乙肝病毒携
带者” 这个群体在当下中国社会

的生存空间并不广阔， 求职就业
前景依然不乐观， 公众理解和接
受程度仍属偏低。

在被问到如果身边有已知的
“乙肝病毒携带者” 会如何应对
时， 只有 41%的网友表示会一视
同仁。 有 15%的网友更表示会避
之唯恐不及。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歧视和
偏见，36%的网友认为是由于“乙
肝疾病本身的社会认知就比较可
怕”。 35%的网友认为是由于卫生
部门宣传普及不够。 15%的网友认
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刻意隐瞒带
来的负面效应。 14%的网友则表示
这是人性使然，可以理解。

乙肝病毒携带者怎样才能求
得工作与生活的平等权利呢？ 37%
的网友强调政府部门有责任推广
普及相关知识。 32%的网友认为招
聘员工的单位和机构要具备基本
常识。 19%的网友认为民众有必要
加强这方面的常识学习。 但仍有
12%表示悲观，认为社会大环境不
够宽容的话， 恐怕很难有向好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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