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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发明“命名规则”
助20流浪乞讨者落户
江苏泰州探索流浪乞讨人员落户 年龄靠“猜”，生日“统一”规定

2017年5月17日
星期三

白鱀豚（上图）是我国长江独有的
古老物种，也是世界稀有的淡水水生
哺乳动物。

近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称，白鱀豚科考队在长
江芜湖段目击、拍摄、记录到两头疑似
白鱀豚，由此引发广泛关注。有专家学
者根据科考队拍摄的影像资料指出，
现身长江的实为江豚。对此中国绿发
会表示，正邀请专家对影像进行鉴定。

科考队：
拍到两头疑似“长江女神”

5月14日上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
绿发会”）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称，5月14日6点30分，中国绿发会白鱀
豚科考队在长江芜湖段目击、拍摄、记
录到两头疑似白鱀豚，相关“数据、图
像处理中，待科学家最终确认”。

据媒体报道，白鱀豚是我国长江独
有的古老物种，是世界稀有的淡水水生
哺乳动物，被誉为“长江女神”。随着长
江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白鱀豚的数量在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仅剩400头左右，在
1997年的一次大规模科考中，科学家在
长江仅发现13头白鱀豚。2006年，来自7
个国家的科学家对长江进行史上最大
规模的野外白鱀豚科考行动，结果没有
发现一头白鱀豚。2007年中外科学家宣
布，白鱀豚功能性灭绝。

5月14日下午，“中国绿发会”再次
发微博叙述了发现疑似白鱀豚的过
程。微博中称，当天的考察取证工作于
早晨5点58分开启，初向江面时，科考
队队员发现了江豚跃出江面的情景，
随即摄像拍照跟随江豚“而上”。随着

流浪乞讨人员如何融入城市，江
苏泰州进行了一次探索。

近日，江苏泰州市首批20名城市
流浪乞讨人员，经过户籍信息登记
后，成为“新市民”。记者从泰州公安
及民政部门了解到，新入籍人员均为
泰州市救助站滞留人员，时间最长者
已经9年。

经过血液采集及DNA比对，确
认无户籍记录及犯罪记录后，泰州当
地向其颁发“市民卡”。户籍信息中，
年龄靠“猜”，姓名、生日统一格式，而
户籍地址则在救助站内。

泰州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大队副
大队长夏佳新称，流浪乞讨人员入
籍，目前无例可循，但城市包容和接
纳符合条件的流浪人员，“正是户籍
工作的意义”。

首批落户者 不能表述自己身份

5月11日下午，江苏省兴化市第
四人民医院，一处白色底板前，身穿
条纹上衣的人们排着队，在凳子上坐
定。一名身穿绿色外套的短发女子，
手持照相机，对焦坐者的上半身，快
门声不绝于耳。

面对镜头，凳子上的人眼神大多
呆滞，而在身旁，站着一名身穿警服
的男子，不时根据摄影师的要求，调
整被拍照者的坐姿和角度。

这些语言表达有些迟缓的被拍
照者，全部来自泰州市救助站。在接
受救助之前，他们依附于城市生活，
或沿街乞讨，或在大街小巷游荡，居
无定所。在官方语境里，这一人群，被
称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他们生活
在城市中，却又与城市格格不入。这
些没有户籍信息者，在成为城市管理

“死角”的同时，也无法享受市民应有
的权益保障。

现在，他们的命运将被改变。
2017年5月中旬开始，江苏泰州公安
及民政部门进行了一次试点。从泰州
市救助站救助的城市流浪人员中，选
取滞留在泰州超过3个月者，共计20
人，为他们办理泰州市户籍。

记者从泰州市救助站获悉，20人
中，滞留泰州时间最长者，已经达到9
年。这些城市流浪者大多伴有不同程
度的智力、精神和肢体残疾，不能表述
自己的真实身份，无法与亲属取得联
系，也无法取得合法身份，因而不能办
理保险，享受救助。在泰州期间，其医
疗、生活费用等，均由泰州救助站解决。

若找回原身份 将注销泰州户籍

流浪人员落户，诸多问题亟待解
决。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在登记户籍信息时，

警方遇到了“拦路虎”：这些流浪者普
遍无法说清自己的年龄、姓名、家庭
住址。

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警方发明了
一套“规则”，即所有流浪人员落户
者，户籍地址均在泰州市救助站内，
属集体户。对于无法说清年龄生日
者，生日统一设定为1月1日，年龄则
根据体貌特征“猜”。

最复杂的，是给这些城市流浪
者命名。一名户籍民警告诉记者，
警方为此发明了一套“命名规则”:
2017年以前来泰州者，全部姓赵，
2017年及以后来者，全部姓钱；姓名
的第二个字，男的是“兴”字，女的
是“华”，最后一个字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江苏省泰州市”的顺序，
依次摘取。

“如果是2017年以前来泰州的1
号男性流浪者，那么户籍名字就是

‘赵兴中’。”上述民警解释称。
在办理落户之前，泰州警方对20

人的DNA和指纹掌纹进行了采集，
并录入公安部走失人口库和人口信
息管理系统等数据库进行排查。“一
方面避免出现双重户籍现象，另一方
面也避免有犯罪人员借此洗白。”泰
州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夏佳新介绍，警方将通过媒体对20名
入籍者进行公示，如有家人寻找成
功，则将注销泰州户籍。在落户之后，
流浪人员可以享受泰州市最低生活
保障，医疗费用报销等待遇与普通泰
州市民无异。

据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
播网》报道，“酒驾一律入刑”的
规定出台之时，曾引起一段时
间的轰动，不过从这个月起对

“酒驾一律入刑”的规定将有所
松动。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制定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
见(二)》(试行)，决定自5月1日
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对
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
规范改革试点。

根据2011年2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
拘役，并处罚金。

2013年12月，最高法、最高
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
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
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
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
车，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
一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
定罪处罚。

而此次最高法出台的《量刑
指导意见（二）》则明确：对于醉酒
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
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
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
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
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
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
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
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意
味着，“醉驾一律入刑”的规定有
望松动。

根据规定，最高法要求各高
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指定1-2个
中级法院、2-4个基层法院开展
试点。试点工作从今年5月至10
月，为期半年。根据试点情况，将
适时在全国法院推行。

最高法出台的这一规定尚未
对外公布，不过4月1日最高法官
网转载《人民法院报》的报道显
示，最高法进一步扩大量刑规范
化范围，研究制定了《量刑指导意
见（二）》，将近年来多发易发、与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
的危险驾驶、非法集资、信用卡诈
骗等8个罪名纳入规范范围，从有
期徒刑、拘役扩大到罚金、缓刑，
规范罚金、缓刑的适用。

（央广、新京报）

教育部16日公布与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人社部等共同印发的

《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
计划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
年，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
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由目前的
75%提升至8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随着第一期和第二期学
前教育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国学
前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明显进
步，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
2010年的50.9%提高到75%，“入
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缓解。但
总体上，普惠性资源依然不足，公
办园少、民办园贵的问题在许多
地区还比较突出，幼儿园运行保
障和教师队伍等体制机制建设相
对滞后。

为此，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
计划明确，要扩大普惠性资源，通
过公办和民办“两条腿走路”，满
足绝大多数幼儿都能接受普惠性
学前教育的需求。到2020年，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幼儿园和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
在园幼儿总数的比例）要达到
80%左右。

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还
提出，理顺管理和办园两个体制，
建立成本分担和教师队伍建设两
个机制，落实政府在规划、普惠性
资源配置、投入、队伍建设、监管
及推进公平等方面的责任，促进
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建立评估
监管体系，规范办园行为，消除

“小学化”倾向，全面提高幼儿园
保教质量。

此外，幼儿园的安全卫生、
教职工管理等办园行为问题一
直为社会广泛关注。教育部教育
督导局副局长林仕梁16日介绍，
根据日前印发的《幼儿园办园行
为督导评估办法》，幼儿园办园
行为督导评估将实现幼儿园、附
设幼儿班、幼教点的全覆盖，未
取得办园许可的幼儿园也被纳
入评估范围。督导评估的内容重
点包括办园条件、安全卫生、保
育教育、教职工队伍、内部管理
等五个方面。 据新华社

第三期学前教育行
动计划发布：

普惠性幼儿园
覆盖率将达8成

媒体解读最高法“量
刑指导意见”：

“醉驾一律入刑”
有望松动

流浪乞讨人员成为“新市民”，
泰州的这一新政，引发媒体关注。前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泰州市公安
局户籍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夏佳新表
示，尽管无例可循，但这一政策，能
体现出户籍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为什么会给流浪乞讨人
员解决户籍问题？

夏佳新：实际上早在2015年的
时候，公安部和民政部就联合发文，
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加强身份查询
工作，流浪乞讨人员连续在救助站
接受救助超过3个月，就需要解决户
籍问题了。

记者：为什么一年多后才实行
这一政策？

夏佳新：我们一直在做前期的
准备工作。包括统计符合条件的流
浪人员信息，还要对相关人员进行
测血和DNA检测，这是很复杂也很
细致的。

记者：实施过程中有什么难点？
夏佳新：最难的一点就是，没有

先例可循。户籍工作是以省为单位
展开，在此之前，江苏还没有给流浪
人员落户的先例，所以一切都需要
我们自己去克服、去发明。

记者：流浪人员落户有什么困
难？

夏佳新：最难的是户籍信息。流
浪人员大多语言表达能力很差，很多
智力上还有一些问题，说不清自己的
姓名、年龄和家庭住址，有一些干脆
就没有名字。还有一点，就是给流浪
人员拍证件照很难，他们往往找不准
镜头，后期需要反复调整角度。

记者：落户以后会对流浪人员
持续追踪吗？

夏佳新：落户以后，就是“新泰
州人”，目前这些流浪人员都集中
居住在救助站内，后续会有公安
和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持续关注
他们的生活处境。按照工作部署，
未来会在泰州全市推广，让所有
符合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都能落
上泰州的户口。

长江冒出两个“疑点”：
白鱀豚十年后重出江湖？
科考队称在长江拍到两头疑似白鱀豚 十年前被宣布功能性灭绝 正组织影像鉴定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丁介
绍，所谓功能性灭绝有两层含义：
一是种群稀少，功能丧失，对生态
环境影响微小；二是数量下降至
无法保证种群繁殖的需要，就是
不能实现种群繁衍功能。

对此，上述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的专家表示，功能性
灭绝并不否定还有少量白鱀豚个
体存在。记者查询发现，在此次中
国绿发会宣称发现疑似白鱀豚之
前，2016年10月，有民间科考队也
曾表示在安徽芜湖黑沙洲江段发
现疑似白鱀豚踪迹。

据该专家介绍，2000年，一
头在上海崇明岛搁浅的白鱀豚
未被成功救助后死亡，“这是最
后一头在野外见到的白鱀豚活
体”。2007年，有人提供在安徽铜
陵拍摄的录像，“从形态上看非
常像白鱀豚、如果算上的话，这
是一次有真实影像记录的、高度
疑似的白鱀豚出现记录。此后也
有很多人说见过白鱀豚，包括一
些渔民，但都没有提供有效的照
片等证据”。

“我们也希望白鱀豚还存
在。”该专家表示，不过，无论中国
绿发会此次发现的是白鱀豚还是
江豚，“对当地加强这一区域的生
态环境保护、减少区域内人类活
动来说都具有促进意义”。

（北京青年报）

2015年8月20日，民政部、公安
部印发《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
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
的意见》中提出，针对城市流浪人
员“建立身份快速查询机制”。而

《泰州市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实
施细则》规定，泰州市范围内的常
住人口，有合法固定住所者，均可
提出落户申请。

夏佳新告诉记者，泰州此次试
行流浪人员落户，其政策依据，正
是国家及泰州市的相关户籍管理
规定，并进行了探索。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表
示，泰州此举，系在现有户籍政策
基础上“合理发挥”，是对城市流浪
人员进行管理的一次探索。在此基
础上，当地应当注意把握“入口”，
即对拟落户者进行资格审查，此
外，还应具有追踪意识。“落户只是
第一步，还应有配套的社会保障措
施，让流浪者真正融入城市。”

（新京报）

所有流浪人员落户
者，户籍地址均在泰州
市救助站内，属集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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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功能性灭绝？
这些影像有何价值？

江豚两三个、四五个一群的情景多
次出现，中国绿发会队员决定登上
随轮的小型快艇并贴近拍摄，六点
十几分，三次看到疑似白鱀豚拱形
跃出水面并露出鳍背的情景。由于
怕惊扰豚群或主航道大轮船给豚群
带来伤害，科考队小艇立即返回出
发点。

专家称：
从形态判断实为江豚

根据中国绿发会公布的“疑似
白鱀豚”影像等资料，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一名水生生物专家向
记者表示，从照片和视频来看，水中
出现的动物“应该都是江豚”。

这名专家表示，江豚和白鱀豚
的形态差别非常大，白鱀豚有长长
的吻部，有背鳍，身体呈青白色，而
江豚嘴巴圆圆的，没有背鳍，身体为
黑灰色。此外，江豚出水较快，较灵
动一些，而白鱀豚相对优雅，“从（出
水）形态来看，应该都是江豚”。

5月15日中午，中国绿发会在微
博中发布一则说明。说明中称，该会
在14日微博中提到的“专家意见有
反复”，针对的是另一段科考队员刘
先生所拍摄的视频，14日下午，中国
绿发会还分别上传了两段在小艇上
最前线的队员所拍摄的影像资料。

“公布的目的是为了尽快组织更多
人批评、研究、确认，让公众了解情
况，诚征真知灼见”。

声明称，也有专家在后两段的
影像中看到了江豚，由于提供的录
像肉眼识别不够清晰，中国绿发会
正在邀请专家采用技术图像识别。

流浪人员在民警的帮助下录指纹

大图为工作人员在观测白鱀豚；小图为江面上出现疑似白鱀豚

户籍民警帮助流浪者调整拍照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