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向芸成都二十二日電】成都旅日大熊貓
龍鳳胎 「梅濱」 和 「永濱」 將於本月26日回到成都大
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據悉，整個 「濱」 家族共由12隻
大熊貓組成，是目前最大的大熊貓海外家族。2008年9
月13日，雌性熊貓 「梅濱」 、雄性熊貓 「永濱」 出生
在日本和歌山白濱野生動物園，回國之後將被送往成都
大熊貓基地大熊貓檢疫館，經過至少為期一個月的隔離
檢疫以及飲食、氣候、環境等方面的調整，以盡快適應
在成都的新生活。

成都旅日大熊貓下周回國

邀局長游河引爆輿論
排污亂象須反省 莫讓鄉愁變鄉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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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廁臭味分級 限蒼蠅個數
衛生部21日就強制性國家標準《公共廁所衛生標準（徵

求意見稿）》公開徵求社會意見。徵求意見稿對公共廁所的
規劃布局、設施設計、設施建設與日常管理等提出衛生要求
，並對公共廁所的臭味強度和蠅蛆數量等評價指標規定了限
值。

徵求意見稿規定，在公共廁所服務區內男女人群數量相
當情況下，男女廁位比例宜為1：2。公共廁所大便器應採用
防臭、易清潔、節水的蹲便器。

公共廁所臭味強度分為無臭味、微有臭味、明顯臭味和
強烈臭味四個等級，要求附屬式公共廁所臭味強度為1級，
獨立式公共廁所臭味強度小於等於2級。此外，徵求意見稿
還規定，附屬式公共廁所每平方米蒼蠅數小於等於1隻，獨
立式公共廁所小於等於3隻。 （新華社）

簡訊

社科院籲累進式繳費糾偏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二日電】中國社科院今

日在公布最新《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中指出，目
前內地養老和醫療保險等社保項目，在繳費方面可能
存在 「逆調節」的問題，即高收入者繳費負擔較輕而
低收入者繳費負擔反而更重。報告建議稱，日後可探
索 「累進」的繳費方式，收入越高徵繳的比例越高，
對低收入人口和貧困人口則實行 「負繳費」。

調查顯示，近四成受訪民眾認為養老金過少，甚
至不能滿足生活需要。在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滿意
度和公平感調查中發現，認為養老金完全能夠滿足生
活需要的只有17%，而直接回答不能滿足的佔到
39.1%。

倡加大社會統籌成分
社保和稅收是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最重要兩個環

節。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社保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
用尤為明顯。有研究表明，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社
會保障使瑞典的堅尼系數下降了40%左右，使德國的
堅尼系數下降了30%左右，使美國的堅尼系數下降了
10%左右。

具體到中國，報告強調說，目前全國社保呈現 「

碎片化」狀況，實際執行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單位繳
費比例共有16種，最高為22%，最低為10%。更加值
得關注的是，由於養老和醫療保險實行按照基數而不
是實際工資繳納的制度，不僅不是累進制，更不是同
比例。

報告建議，未來社保應對中低收入人口和貧困人
口給予特別支持。基於目前社會保障繳費率較高的現
實，應該適當調整基本社會保障項目的繳費率。在籌
資模式上，應該加大社會統籌的成分，適當降低個人
帳戶的繳費比例，以增強社會保障制度的互助共濟功
能。

批公共教育投入偏低
另據新華社消息：該報告還顯示，中國教育發展

中公共教育投入偏低，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農民
13.6年的純收入。

報告認為，公共教育投入偏低不僅直接導致了教
育的福利、公益色彩持續弱化，使教育支出或人力資
本投資成為個人或家庭負擔持續加重的重要原因，而
且弱化了國家財政的公共性。

報告以高等教育為例介紹，1989年至今，中國大

學的學費增長了至少25倍。現在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
一個城鎮居民4.2年的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的
純收入，以至於近年來出現農村高中生棄考大學的現
象。繼2009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下降40萬人後，2010
年減少74萬人，全國只有4個省份的報名人數沒有降
低。

【本報訊】據中新社記者21日走訪周口市扶溝、
沈丘、西華縣等多地報道，當地綠油油的麥田裡明顯
可見有新土攏起的墳墓。

2012年被周口市官方強制推平的200多萬座墳墓
，相當一部分已被村民恢復攏起。

「中原地區流傳千年的殯葬文化和尊崇先賢的
傳統，每年海內外數以萬計的人來此祭祖拜謁。」當
地民俗學者王向威說， 「也正因於此，周口的大規模
平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甚至非議」。

周口市民政局社會事務科科長胡朝陽21日晚接受

記者採訪時說， 「部分村民春節期間又將平掉的墳墓
圓起，民情可以理解，但還是要加強教育引導，讓村
民勿再效仿」。

「回鄉看到祖墳已被平掉，不免有些傷懷」，常
年外出務工的吳小君說， 「春節上墳祭祖是當地民俗
，所以也就自然為祖墳填了些土，以示懷念之情」。

要杜絕出現新墳頭
針對近日媒體關於 「周口近半數被平墳墓已恢復

」的報道，胡朝陽予以否認。他說，據周口市民政局

的調查統計，春節期間新攏起的墳頭只有10萬多座，
約佔2012年秋冬平墳總量的7.7%。

而面對 「二次平墳」一說，周口市民政局副局長
王宏稱，按照2012年11月16日中國國務院第628號令
，《殯葬管理條例》新規取消了 「拒不改正，可以強
制執行」的條款，因此暫不會強制執行平墳， 「不會
出現 『二次平墳』，但要杜絕新的墳頭出現」。

王宏表示，新的執法程序和體系尚需進一步完善
，一些不合理的行為當然還要得到糾正。

在周口，也有其他方式緬懷先人。在扶溝縣大新
鎮板橋村，一些被平掉的墳依然平平坦坦，只是上面
種植了一棵棵小柏樹。正在牧羊的一位路姓老人說，
村民都擔心墳墓被平後會遺忘位置，為便於祭奠就種
上了小松樹或柏樹， 「我們這兒這種情況比較多」。

【本報訊】繼浙江網友金增敏在微博上以20萬
元邀請環保局長游髒河後，東莞網民肖功俊又在微
博上懸賞10萬元力邀東莞市環保局長下河游泳，此
事在網絡及媒體上持續發酵。21日，東莞市環保局
局長方燦芬首次就 「網友10萬元邀下河」一事作出
回應稱，寒溪河水質目前尚達不到游泳條件，接下
來將力進行治理。

近期，東莞網民肖功俊因不滿河道污染遲遲未
得到根治的現狀，在微博上懸賞10萬元邀請東莞市
環保局長到寒溪河游泳，引起網絡媒體的高度關注。

21日下午，東莞市環保局組織實地調研寒溪河
污染情況，並組織流域內環保分局負責人召開會議
，研究部署寒溪河污染整治工作。東莞市水務局運
河整治辦負責人也一同參加進行研討。

「這次環保部門組織實地調研考察，是對寒溪
河污染治理的一次實際行動。」東莞市環保局長方
燦芬表示，對於媒體輿情，東莞市環保部門將不推

諉、不推責、不迴避，認真履職，改進工作，加大
污染治理力度。

方燦芬說，目前寒溪河水質客觀上還達不到游
泳的條件，但能夠在寒溪河游泳不僅是市民的期望
和要求，更是環保部門治理水污染的工作追求和努
力方向。

五方面推進治污
方燦芬表示，在寒溪河污染問題上，接下來，

東莞市計劃從五個方面推進寒溪河污染整治工作。
一是全面推進河道污染治理。按照 「截污、活

源、清淤、治堤、修復」的原則，制訂寒溪河綜合
整治工程方案，通過一系列工程措施，切實改善和
提高水環境質量。

二是深化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深入推進污水處
理、截污管網和垃圾處理等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全
面強化生活面源污染治理。

三是加強工業點源污染整治。嚴格環保准入，
嚴格控制新增落後產能和新增污染，優化產業發展
；加快環保專業基地建設，對重污染企業實行集中
建設、集中治污，優化產業布局；推動環保新標準
的全面實施和企業清潔生產審核。

四是加強環保執法監管。始終保持環保執法高
壓態勢，依法嚴厲打擊各類違法排污行為，最大程
度減少企業排污對水環境的污染影響。

五是加強農業面源整治。全面清理、整治畜禽
養殖業，研究建立長效監管機制，劃定禁養區，加
強養殖業污染防治。

據新華社杭州二十二日消息：杭州市民白術說，
群眾不相信官方環評達標文件，而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鼻子和舌尖對於環境的感受， 「官方需要深思這是
為什麼」。在類似的語境下，人們支持那些出錢懸賞
政府環保部門官員下河，對污染情況感同身受。

家鄉變樣 讓人心痛
點燃這次 「請官員游泳」熱點事件的浙江溫州企

業家金增敏說，家鄉的河是我小時候游泳、母親洗衣
服的地方，保留了很多兒時的美好回憶，如今卻成了
遍布垃圾的臭水溝，村裡得癌症的人也越來越多，怎
麼不讓人心痛？

環保部發布的《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 「十二五」
規劃》顯示，中國化學品污染防治形勢十分嚴峻，因
工業污染帶來的化學物質對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造成
嚴重危害， 「癌症村」便是其產物之一。

在規劃公布之前，恰逢中國最隆重的傳統節日
─春節。不少回家鄉過節的中國人發現家鄉變了樣
，幾年來大小工業項目大量上馬，污染排放監管缺位
，淡淡的鄉愁變成了濃濃的 「鄉臭」，於是開始集體
懷念起年少時家鄉的清清河溪。

一位環保業內人士說，根據中國法律法規規定，
目前對於工業污水的檢測指標有COD、色度、總磷
、總氮等20個。對於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
苯等有毒有害物質的檢測，中國標準裡既沒有要求，
按照目前中國環保部門的技術和設備水準，也無法達
到檢測目的。

利用並不高的環保標準得出的檢測數據顯然已經
無法真正監管環境污染，這無疑給中國環保機制提出
了更高的挑戰。此外，中國環保部門事前審批機制和
部門多頭管理機制也讓人擔憂。

一名基層環評審批處處長就表達了他的無奈： 「
環保局也是政府組成部門。通過環保審批環節究竟能
卡住多少重污染項目實在不好說。」

東部沿海大項目加劇減排考驗
在今後一個時期，中國還將在東部沿海地區布局

大石化、大鋼鐵、大電力項目，儘管這些項目產品檔
次和技術水平都很高，但勢必會帶來能源資源消耗和
污染物排放總量的增加，從而使這些沿海地區的污染
減排工作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

同時，中國環保機制還面臨多個部門多頭管理
的現實。浙江省一位基層環保幹部說，在中國部分地
區，排污口歸屬於環保部門，河面垃圾歸屬於城市管
理部門，水文、水量、潮汛歸屬於水利部門。 「有時
候市民發現了河流污染，投訴電話往哪打都不知道。」

人們還注意到，過去幾十年在地方經濟發展中形
成的 「GDP掛帥」思維方式，現在仍保持慣性，儘
管中央政府今年要求經濟發展要以 「品質和效益」為
中心，但基層不少人士仍然認為，對官員考核的內容
尚未真正發生改變。一些學者認為，發生在網際網路
上的環保大討論說明，人們期待政府更快作出改變。

【本報訊】據中新網消息：21日，網上曝出 「雲南省富
寧縣剝隘鎮巖村村民在大年初四遭到逾百名中鐵隧道集團員
工打砸搶燒，村中房屋、車輛無一倖免，老人小孩逃往深山
躲了一夜。」雲南富寧縣委宣傳部21日向中新網記者證實，
該事件確有此事，事件正在處理中。

21日，富寧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陳裕江向中新網記者證實
了此事。他介紹，2月12日，中鐵隧道集團的兩名員工騎摩
托車路過巖村，因路面泥濘，泥土濺到了幾位年輕村民身上
。村民便向他們索要了600元人民幣，隨後又毆打了二人，
造成人員受傷。13日，中鐵隧道集團上百名員工便對村民實
施了報復，被打砸的共有56戶村民。

對於帖子中提到的
「現在一個兇手都沒有

抓，當地政府來調查過
了，也沒有給村民一個
說法。」陳裕江稱，事
件發生當天，縣領導即
帶隊進駐處理事件。目
前，該縣已經向村民發
放了炊具等日常生活用
品，群眾生活問題已解
決，雙方正協商賠償事
宜。

【本報訊】據中新社杭州二十二日消息：浙江杭州以西
湖聞名，每年都有3000多萬遊客遊覽，但節假日景區人滿為
患，交通堵塞。在近日召開的杭州市 「兩會」上，是否取消
西湖免費開放政策，通過收費來保護 「世遺」西湖引發爭議
。杭州西湖名勝風景區管理委員會負責人就此表示，西湖免
費開放繼續不變，以後將採取分流措施疏導遊客。

2002年杭州西湖景區免費開放，10年間，杭州旅遊年收
入增加4倍， 「免費西湖」贏得一片掌聲。

但如今每到假期，西湖景區人頭攢動， 「十一」國慶長
假期間更人滿為患，當地政府甚至呼籲杭州民眾在假期時 「
讓湖」給外地遊客。

杭州政協委員、浙江大學建築工程學院院長王竹提議 「
免費西湖不能再繼續，應借鑒國外經驗收費採取更好保護。
」他表示，西湖景區遊客數量的逐年遞增已大大超過了合理
容量的平衡點，遊客的需求和對景觀的影響會對 「世遺」的
真實性、參觀質量和景區吸引力等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但杭州市人大代表、杭州靈隱寺方丈釋光泉認為， 「收
費限制遊客數量」是下下策，西湖遊客多是階段性的，西湖
擁擠應 「大禹治水重在疏導」。西湖景區不僅要繼續免費，
還要提升整體管理服務水平。

杭州西湖名勝風景區管理委員會負責人表示，西湖平均
遊客數量並不多，西湖免費開放繼續不變。以後將採取分流
措施疏導遊客。

貴州日前確診的兩例人禽流感患者，女性患者於13日死
亡，另一男性患者搶救多日也於22日死亡。

據了解，31歲的男性患者蔡某於2月3日發病，8日前往
貴陽市金陽醫院就診，10日經專家組確診為人感染高致病性
禽流感。22日16時40分，因多器官功能衰竭，經搶救無效在
金陽醫院死亡。

據了解，兩名患者生前均與禽類有密切接觸史，且均在
發病一周左右才前往醫院就診，耽擱了最佳救治時間。

目前，貴州省未報告新增疫情，防控工作已轉入常態。
（新華社）

■貴州禽流感兩患者均不治
社保逆調節反增低收入者負擔

周口已復墳不會再被平

【本報訊】20日以來，發生在中國東
部沿海地區略帶調侃的 「邀請環保局長游
髒河」 事件受到輿論廣泛關注，恰逢此時
，中國環保部肯定境內存在因環境污染導
致的 「癌症村」 問題，連同1個多月前的華
北大面積霧霾事件一起，引發了中國新一
輪關於環保的大討論。

東莞環保局長：
能下河游泳是工作追求

西湖免費遊 客滿添新憂

西湖夜景

▲13日，中鐵隧道集團上百名
員工對村民實施報復現場

網絡圖片

▲2010年的寒溪河污水橫流 網絡圖片

▲

▲

金曾敏
提到的家鄉
河，河水依
舊很髒，並
且散發出一
股濃濃的臭
味
網絡圖片

官方證實
中鐵隧道百人打砸村莊

▲報告指出目前內地的社保項目，高收入者繳費
負擔較輕而低收入者繳費負擔反而更重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