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孤兒救助網須堵漏
蘭考火災悲劇敲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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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九日消息：民政
部有關負責人9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蘭考
「1．4」 火災事件暴露了孤兒救助體系存在漏
洞。就民政部門而言，將從中吸取深刻教訓，
依法履行職責，主動做好對個人和民辦機構收
留孤兒的管理，全面提高孤兒收留養育能力。

文明工程塑國人新形象

【本報記者強薇南京九日電】自南京中山陵
實行對外免費開放以來，前往陵園內孫中山紀念
館參觀的人數不升反降。據南京市台聯調查了解
，由於地處偏僻，場地有限，現有的孫中山紀念
館亟待改建或重建。南京政協委員建議將其遷往
孫中山陵寢附近，更加方便遊人參觀。

據台盟南京市委辦公室主任張建蘭介紹，孫
中山紀念館作為中山陵園景區的重要文化場館之
一，自1989年對外開放以來，長期舉辦《孫中山
先生生平事跡展》、《世紀偉人孫中山》展覽，
在弘揚中山精神、促進海峽兩岸交流等方面發揮
了重要作用。目前館址位於中山陵與靈谷寺之間
的密林中，原是一座仿清代喇嘛寺的藏經樓。上
世紀80年代，南京市政府將其闢為孫中山紀念館
，現藏有中山先生的經典著作和奉安照片等珍貴
史料。

2010年11月12日，南京中山陵免費對外開放
，至2012年11月12日，中山陵陵寢參觀總人數超
過1600萬人次。去年國慶期間單日最高客流更達
到23萬人次，創歷史最高紀錄。但是孫中山紀念
館卻因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參觀人數不升反
降，目前到紀念館的參觀者平均每天僅100人左
右。據了解，中山陵免費開放之前，由於大門票
中包含紀念館，前來參觀者尚多。免費開放之後
，沒了門票引導，遊客往往在拜謁過孫中山陵寢
後就離開。

9日，在南京市政協第十三屆第一次會議上
，來自南京市台聯的政協委員聯合提出新建一座
綜合型的孫中山紀念館的提案。這份提案指出，
雖然近年來到中山陵參觀的遊客成倍增長，但卻
不能通過紀念館，及時了解中山陵的特色文化和
歷史內涵。同時，作為紀念館的館址，藏經樓可

用展陳面積僅約400平米，遠不能與目前中山陵年均800萬人
次的遊客量相匹配。而藏經樓本體作為文保單位，其結構及
使用不能隨意變動，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場館的發展。

委員們建議，在中山陵附近新建或利用停車場前方的既
有建築，改建一座綜合型的孫中山紀念館，加強紀念館項目
規劃和展覽策劃，以建陵、孫中山奉安、孫中山思想為主題
策劃陳列展覽，並滿足重大謁陵活動、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活
動和台胞僑胞的接待需要。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九日電】由中國互聯
網新聞中心、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共同
主辦的 「文明工程──塑造國人新形象」系列活動於
1月9日在北京啟動。此項活動旨在通過研討會、演講
、培訓等多種形式號召國人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倡議全社會爭做文明事，在世界上重塑造國人的新形
象。

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主任黃友義代表主辦方中
國互聯網新聞中心在致辭中說，全球化時代就是公
共外交時代。中國的普通民眾成為了中國形象的流
動載體。每個中國人都在傳播中國文明，塑造中國
形象。

南非人對中國印象最正面
不久前內地發布的首個《國家形象調查報告》顯

示，在海外民眾印象中， 「幸福」、 「溫順」、 「理
性」、 「神秘」是中國國民最主要的特徵，認為中國
人 「有個性」、 「衝動」的比例相對較低。南非民眾
對中國的印象最為積極、正面和友好，他們對中國 「
有魅力的」、 「可接近的」、 「友好的」、 「平和的
」等正面描述的認可度最高。印度、美國和馬來西亞
民眾對中國的發展表現出較大的防範心理。

黃友義認為，在世界各地經常會看到穿名牌服裝
、帶名牌手表、進出高檔消費場所的中國人，但這只
能說明中國經濟比過去寬綽了，而決不意味代表真

正的時尚。他說， 「文明工程──塑造國人新形象」
系列活動，就是通過舉辦研討會以及演講、培訓等多
種形式，廣泛宣傳文明行為、弘揚傳統美德，使世界
認識一個文明的民族，讓中國人真正得到世界人民的
尊重和認可。

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武韜表示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 「要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
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弘揚中華傳統美德，
弘揚時代新風」，同時要 「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
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
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因此， 「文明工程──
塑造國人新形象」活動的舉辦，充分貫徹落實了十八
大精神。希望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積極行動，發揚中
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塑造中國人的嶄新形象。

「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全國青聯委員郭
蓉女士作為 「文明工程」的形象代言人，特別將精心
創作的公益歌曲《給我你的愛》獻給 「文明工程」活
動作為主題曲。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九日消息：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繼
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準。

會議決定，自2013年1月1日起，繼續提高企
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準，提高幅度按2012年
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的10%確定。在
普遍調整的基礎上，對企業退休高工、高齡人員
等群體適當再提高調整水準，對基本養老金偏低
的企業退休軍轉幹部按有關規定予以傾斜。

為保障企業退休人員生活，2005年至2012年
，國家已連續8年較大幅度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

養老金水準。2012年調整後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
養老金達到1721元，與2005年調整前月人均700元
的水準相比，8年累計月人均增加1021元。會議要
求研究建立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
制，確保企業退休人員生活水準保持穩定並逐步
提高。

會議批准了201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人員名
單。這次共有4824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至此，
從1990年政府特殊津貼制度建立以來，共有16.6
萬多做出突出貢獻的專業技術人員和高技能人員
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企業退休養老金提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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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強薇南京九日電】今明兩年，南京將陸續舉
辦亞洲青年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亞青、青奧
）等重大國際賽事。鑒於深圳大運會因未嚴格按照預算執行
而導致嚴重超支的教訓，南京青奧（亞青）組委會表示將強
化預算約束，規定未列入預算及未按照規範程序報批的項目
一律不得實施。

舉債大規模興建場館、臨時追加投資、支出控制不嚴等
問題，在之前的各大體育賽事中屢有發生。深圳就因舉辦大
運會投入140億元收入12億元的巨大懸殊，飽受輿論非議。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南京青奧組委會早先就表示將以節儉廉
潔為目標，開幕式不追求排場，僅新建1處場館，賽後需要
改造或拆除的工程全部採取臨時性工程，選手村賽後也將作
為大學教師公寓或商品房出售，以期基本實現收支平衡。

對於已極盡縮減的青奧會預算，南京政協委員陳愛玲認
為，如果想真正實現節儉辦賽事，關鍵還在於建立項目預算
制度和長效監督制度。

在南京市青奧組委會近日提交給南京人大的工作報告中
，該委表示將嚴格按照 「透明國際」的評價標準，全面推行
預算管理和績效考核制度，實施獎懲制度，提倡用更少的人
和預算辦更多的事。據了解，南京還組建了11個專項監督辦
公室，以便對青奧的籌辦工作進行全方位、全過程的監督，
保證賽事的最終支出不超出20億元。

南京青奧會嚴控開支

內地銀行永遠不會擔心儲戶不
存錢，在中國人心中幾乎已經是個
既定的刻板印象，有人也因此將銀
行和可吞萬金、有進沒出的祥獸 「

貔貅」聯繫起來。不過，這種財大氣粗的既有形象，最近開
始動搖了。

眾多銀行紛紛推出的 「跨行資金歸集」金融產品，表明
內銀對數目龐大的 「沉澱資金」不再高枕無憂。招商銀行對
這款產品的描述是，只要儲戶自願將本行或其他銀行帳戶相
關聯，並設置一個保底金額如一千元，招行就可以每日查詢
帳戶餘額，在大於一千元的情況下實時將超出部分自動轉帳
至另外一個帳戶上，且轉帳費用全免。

這意味，某些銀行的 「沉澱資金」有可能朝夕不保。
北京市民張巖擁有三家銀行的不同銀行卡，她告訴記者說，
體驗過這個功能後，每月剛到出糧的日子，晚上工資卡中的
錢就能自動轉到其他常用銀行的帳戶中。

據了解，內地已有包括 「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在內的29
家銀行，以及外換銀行、新韓銀行和韓亞銀行三家外資行推
出這一功能。截至去年11月底，內地跨行資金歸集總客戶規
模超20萬戶，年新增客戶16萬戶，年累計資金歸集已突破
1500億。

事實上，隨中國金融改革不斷深入，利率市場化高
歌猛進，儲戶的選擇已成為內銀看重的頭等大事。面對儲
戶資金被分流的風險，銀行只有不斷推陳出新，越來越重
視儲戶的用戶體驗。一家銀行的管理者說，在跨行網銀的
時代，銀行的網點優勢日漸式微。如果銀行不能以服務留
住儲戶，就算有再多的網店和自動取款機（ATM）也可能
留不住存款。 （本報北京九日電）

據介紹，中國現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滿18
歲的未成年人（即 「孤兒」）61.5萬名，而收養主體目前有
政府、個人、社會組織。其中，民政部門兒童福利機構養育
的孤兒有10.9萬名，由親屬養育、其他監護人撫養和一些個
人、民間機構撫養的孤兒有50多萬名。

民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經過多年建設，目前，省一級
有獨立的兒童福利機構9家，地一級有333家，縣一級64家，
800多家社會福利機構設立了兒童部。但多數縣（市、區）
沒有專門的兒童社會福利機構。

負責人同時指出，中國兒童救助保護體系還不盡完善：
有些法規需要修訂，如公民收養條件過高；相關法規宣傳普
及不夠；孤兒、棄嬰的發現、報案、移送的網絡體系不夠健
全；多數縣（市、區）沒有專門的兒童社會福利機構等。

積極推動修訂完善法律制度
近期，各地民政部門正在對個人和民辦機構收留孤兒情

況進行全國性大排查，全面掌握有關情況。
民政部要求，在排查的基礎上，對不具備養育條件和安

全保障的收留單位，要做好收留人和民辦機構的工作，抓緊
將孤兒接收並集中安置到兒童福利機構；對於符合收養條件
且有收養意願的個人，應當依法辦理收養登記手續；對於借
收留孤兒募捐牟利或操縱孤兒從事違法活動的，要積極協調
有關部門，依法予以嚴厲打擊。

下一步，民政部將積極推動修訂完善相關法律制度，進
一步鼓勵公民收養；推動出台兒童社會福利條例，健全兒童
福利保障體系；繼續實施 「兒童福利機構建設藍天計劃」，
在人口大縣建設一批兒童福利機構，其他縣在社會福利中心
建設兒童福利部，全面提高孤兒收留養育能力。

孤兒生命換來體系完善
另據中新網開封九日報道： 「7名孤兒生命和6名幹部責

任擔當，若能換來孤兒救助體系完善及社會進步，我感覺值
了！」河南蘭考縣宣傳部一名官員對記者說。蘭考縣7死1傷
的火災事故相關責任人已經被停職，該起事故原因為住宅內
兒童玩火所致。

河南省民政廳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處副處長董輝表
示，由於我們孤兒的保障制度剛剛建立，還有很多的孩子需
要納入保障體系。棄嬰的源頭得不到遏制，基礎設施建設的
嚴重不足，法律制度的滯後和不完善，執行中的清理兩難，
都是現實的問題，都值得反思。

下一步，除了排查摸清情況，首要能做的是督促加快各
地縣級福利中心建設，希望得到各地政府支持，加大財政投
入力度，為兒童得到妥善安置提供基礎設施條件。

內銀不再做貔貅
本報記者 李 理

【本報訊】據央視網九日報道：因收養503名
孤殘兒童而被稱為 「中國孤兒之父」的安徽省潁上
縣社會兒童福利院名譽院長王家玉，在蘭考 「1．4
」火災事件後表示，那些以愛心之名收養孤兒的人
不要再收養了，應將孤兒交給政府。如今，他的孤
兒院被當地政府全員接收，政府在接管時還解決了
他的後顧之憂。

自1994年開始，王家玉一共收養了503個孤殘
兒童，他個人和家庭花了140多萬元，這些錢大多
是他做骨灰盒生意及借來的，而且18年來也沒搞過
募捐。他向記者表示，他的收養行為沒有個人目的
，只是想讓孩子們過得好一點。

2004年，王家玉孤兒院的事跡引發全國媒體關
注，帶來了各種社會捐助，但王家玉表示從來沒有
搞過募捐，有困難他就找政府。

可是18年收養的艱辛，耗盡了王家玉的心血，
2006年他突然眩暈，從二樓樓梯滾到一樓。

2010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加強孤兒
保障工作的意見》；同年，民政部、財政部下發了
《關於發放孤兒基本生活費的通知》；安徽省也於
2011年出台具體細化措施，規定該省孤兒基本生活
費標準。最終，在2012年1月15日，王家玉孤兒院
全員被政府接收，他 「放心了」，對他和家人的安
排，他也很滿意。

「你們一定要好好地宣傳，國家對孤兒每個
月都有1000元的生活保障，我現在不收養孤兒了
，我也勸那些以愛心之名收養孤兒的人不要再收
養了，直接交給政府。蘭考的事情就是教訓，蘭
考政府應該到我們這來學學。」73歲的王家玉激
動地說。

蘭考政府應學學我們

【本報記者楊家軍、趙志真開封九日電】 「1
．4」火災因外出而倖免於難的10名兒童，被當地
政府送往開封市社會福利院。今日，社會愛心人
士前往福利院探望他們並給予救助，竟遭到院方
拒絕。

今日11時30分，記者來到開封市社會福利院
時，巧遇社會愛心人士張先生前往探望救助。福
利院大門緊鎖，從外面看到院內設施陳舊。裡面
不斷有中年婦女和老人拿飯碗走動，記者多次
叫門無人響應，撥打電話無人接聽。

張先生告訴記者，他電話聯繫福利院後，福
利院一女士表示，拒絕一切來訪者，暫不接受探
訪和救助， 「孩子們剛到新環境，需要適應，陌
生人來訪，會傷害孩子心靈」。

稱袁厲害可到福利院工作
記者看到，社會福利院內宣傳板上寫： 「

我院急需以下物品：奶粉、尿不濕、衛生紙、童
裝童鞋、米粉、醫療資金等」字樣；院內健身設
施已生鏽，兒童遊樂設施僅有一個滑梯；四排老
式平房與周圍正在興建的高樓相比，盡顯寒酸荒
涼；部分院牆用鐵皮阻擋。一輛越野車進入後，

工作人員迅速鎖上大門，一中年男子甩出一句 「
不讓進」後，鑽進了屋內。最終，一女子在福利
院門外多次勸說記者等人離開，她說，10名孩童
只是暫時安置在這裡，今後如何要看政府的安排
，到達學齡的孩子都被安排到學校上學，由專人
接送。

針對袁厲害想見孩子、孩子也想見到媽媽的
需求，開封市官員表示，袁厲害病好後可到福利
院工作， 「首先需徵得袁厲害本人同意」。

開封福利院拒記者探訪

▲2012年，王家玉孤兒院全員被政府接收後，改名為
潁上縣社會兒童福利院。如今身為名譽院長的王家玉
（右）在詢問孩子們新食堂的伙食情況 新華社

▲南京孫中山紀念館原為一座仿清代喇嘛寺的藏經樓
網絡圖片

▲在 「1．4」 火災中因外出而倖免於難的10名兒童，安置在河南開封市社會福利院。圖為年齡
較小給予特殊照顧的嬰幼兒 中新社

▲

「文明
工程──
塑造國人
新形象」
系列活動
於9日在
北京正式
啟動
網絡圖片

▲開封市社會福利院大門緊鎖，暫時拒絕外界
探訪 楊家軍攝

▲ 2014 年
南京青奧會
的主場館南
京奧林匹克
體育中心

網絡圖片

▲近日，江蘇南京設立異地就醫報銷專門窗口，為退
休老人報銷2012年度異地醫療費用。此前，江蘇省異
地醫保報銷均需回參保地辦理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