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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仅三成网友
反对乙肝人群从事外卖骑手工作

截至 10月 15日 10时

纪录片《二十二》
捐千万元票房收益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0 月 8 日，“慰安妇”题
材纪录电影《二十二》发微博进行捐款公示，明确
写出每个捐款人及出资情况。 影片资助人张歆艺、
导演郭柯等多方共同决定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捐资 10086003.95 元。

点评 ：这是影像助力公益的典范 ，期待更多机
构的效仿 。

南通1876个村（居）慈善工作站
累计募集 1.87 亿元善款

据南通网报道，目前，南通市 1895 个村（居）已
建 1876 个慈善工作站，建成率达到 99%，基本实现
了基层慈善组织网络全覆盖， 共募集善款 1.87 亿
元。

点评： 村居慈善工作站是慈善组织及其工作职
能在村居的延伸，需要大力发展。

美捐赠者顾问基金规模
超 850 亿美元

据彭博社报道， 捐款者顾问基金正重塑美国
慈善事业的格局。 据统计，美国捐赠者顾问基金的
总资产规模已从 2010 年的 300 亿美元猛增到
2016 年年底的逾 850 亿美元。

点评 ：捐款者顾问基金规模的增大是可喜的 ，
但这些资金必须合理地用于公益慈善事业才能真
正发挥作用 。

北京控烟 40 个月
8883 人被罚共 46.5 万元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10 月 11 日， 北京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监督所发布《北京市控烟执法情况》显示，
2018 年 1 月-9 月，全市处罚违法单位 547 家，罚款
168.32 万元。 处罚违法吸烟个人 2723 人，罚款 14.36
万元。

点评：处罚是有效的控烟手段，必须长期坚持严
格执行。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10月 10日 东风集团 500万元 扶贫 新疆柯坪县

2018年 10月 11日 泸州老窖 2600万元 医疗、教育扶贫 四川省叙永县

2018年 10月 12日 唐立新 5000万元 建设立新楼 重庆大学

2018年 10月 12日 董德福 1000万元 学科建设 重庆大学

(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4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张龙蛟

10 月 13 日，参加“益起爱河”水资源保护公益
活动的一对父子在重庆嘉陵江边清理垃圾。 当日，

“益起爱河” 水资源保护公益活动在重庆正式启
动。 活动旨在通过河道清理、城市水源工程探访、
湿地保护区调研等行动， 号召更多社会人士投身
于水资源生态保护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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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滴滴配送”删除涉
嫌歧视乙肝患者的外卖骑手招聘
条款， 几个月前发生的亿友公益
呼吁外卖平台修改涉嫌歧视的招
聘条款一事再度引发广泛关注。

今年 5 月， 江西南昌一位乙
肝病毒携带者下载了美团众包客
户端尝试注册成为一名兼职外卖
骑手， 但当他看到该平台服务协
议中没有对病毒性肝炎做类型区
分而统一标明“病毒性肝炎”患者
无法获得注册资格时， 认为美团
众包拒录乙肝患者， 于是放弃了
注册。 之后，此事被长期关注乙肝
群体平等权益的民间公益组织
“亿友公益”的志愿者获知。

据了解， 根据肝炎病毒的不
同， 病毒性肝炎常细分为甲型病
毒性肝炎（甲肝）、乙型病毒性肝
炎（乙肝）、丙型病毒性肝炎（丙
肝）、丁型病毒性肝炎（丁肝）及戊
型病毒性肝炎（戊肝）。 在这五种
常见的病毒性肝炎当中，甲肝、戊
肝可以通过消化道传播，但乙肝、
丙肝和丁肝的传播途径都只有血
液、母婴和性接触。 2016 年原国家
卫生计生委印发的《有碍食品安
全的疾病目录》中，列出的也只有
“病毒性肝炎（甲型、戊型）”。 公益
组织亿友公益指出， 乙肝不在有
碍食品安全的疾病之列， 乙肝携
带者可以取得健康证明， 并上岗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6 月 13 日， 亿友公益在召集
了超过 1000 名网友的签名后，公
开致信各外卖平台要求修改，认
为不加区分地排斥所有“病毒性

肝炎” 患者的资格侵犯了乙肝患
者的合法权益，涉嫌违规。

亿友公益表示， 我国乙肝携
带者近一亿人， 乙肝歧视历来严
重， 由乙肝歧视引发的悲剧屡见
报端。 外卖平台涉嫌歧视性的规
定在平台的强大影响力下，“会极
大程度地误导社会大众， 传达出
‘乙肝携带者不能从事食品行业、
否则危害公共卫生健康’的信息，
助长社会大众对于乙肝群体的偏
见”。 该公益组织呼吁外卖平台将
骑手招募条款中的“病毒性肝炎”
修改为“甲型、戊型病毒性肝炎”。

由于一直没有收到外卖平台
的回复，为促成事件解决，6 月 27
日上午， 亿友公益的志愿者亲自
前往滴滴总部，点了一份蛋煎饼，
想以乙肝携带者的身份免费送给
滴滴公司创始人程维。 之后，滴滴
工作人员收下外卖，并表示会转交
程维。 当天下午，志愿者又来到美
团外卖总部。 亿友公益理事会成
员、乙肝病毒携带者李机超带着之
前在广州办理的食品从业人员健
康证明（俗称健康证），买了一份午
餐外卖水饺， 以乙肝携带者的身
份免费送给美团创始人王兴，后
来被美团工作人员代为收下。

7 月 3 日，由于后续仍然没有
得到滴滴和美团方面关于妥善解
决涉嫌歧视的招聘条款的回复，
亿友公益向北京人社局举报滴滴
外卖平台招募骑手协议涉嫌歧视
乙肝群体。 9 月 29 日，该公益组织
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的告知书。 该告知书表

示“滴滴配送平台用户资格标准”
中已删去限制病毒性肝炎的表
述。 至此，“滴滴配送”涉嫌歧视乙
肝患者一事暂告一个段落，然而，
涉入此事的另外两家平台“蜂鸟
众包”和“美团众包”截至目前为
止，仍未修改相关招募条款。

近日，随着“滴滴配送”删除
涉事条款以及相关报道的增多，
乙肝人群能否从事外卖骑手工作
的话题在网络上再次引发人们的
讨论。 为了了解多数网友的想法，
《公益时报》联合凤凰网和问卷网
推出本期益调查———乙肝人群从
事外卖骑手工作，你怎么看？

调查结果显示， 支持乙肝人
群从事外卖骑手工作的受访者占
多数 ， 约占 40.75% 。 另外 ，有
32.28%的受访者反对乙肝人群从
事外卖骑手工作。

此次乙肝人群能否从事外卖骑
手工作的话题在网络上再次引发人
们的讨论， 有 48.72%的受访者认为
这反映出来的真正问题是乙肝科普
工作不到位，人们对乙肝仍有误解。
有 39.17%的受访者认为这反映了食
品安全问题缺乏社会信任。

另有 12.11%的受访者认为，
这是公益组织在道德绑架企业和
消费者。

关于本次事件中涉及的乙肝
人群的就业保障问题，有 40.26%的
受访者认为需要政府立法规定来
推动，有 35.04%的受访者支持通过
公益组织倡导的方式来推动。 另
外，有 14.37%的受访者赞同企业界
自我约束的方式来推动。

蔚蓝烟烟： 乙肝主要通
过母婴、血液传播。在一起吃
饭、生活是不会传播的！请大
家消除顾虑！

有点怪也有点可爱 ：不
歧视，我对象就有 ，但是 360
行这么多工作可以选， 为什
么非要选最膈应人的那行 ？
尊重是相互的。

迟迟钝： 点的外卖有可
能都是乙肝患者做出来的 ，
所以打疫苗才是根本的解决
办法。

� � 1.乙肝人群从事外卖骑手工作，你的态度是？
A、支持。反对歧视，保护乙肝人群的合法权益。

40.75%
� � B、反对 32.28%
� � C、无所谓 26.97%

� � 2.你认为这件事反映出来的真正问题是？
A、乙肝科普工作不到位，人们对乙肝仍有误解

48.72%
� � B、食品安全问题缺乏社会信任 39.17%
� � C、公益组织道德绑架企业和消费者 12.11%

� � 3.你认为推动乙肝人群就业保障的最佳做法是？
A、政府立法规定 40.26%

� � B、公益组织倡导 35.04%
� � C、企业界自我约束 14.37%
� � D、公众达成共识 1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