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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人：委员公司与红会涉嫌利益交换

红监会被指是红会公关部

当事委员回应：
遭质疑是被
“误伤”
昨天，知名爆料人周筱■发文 红会并无商业利益往来，自己被质疑

称，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
实质就是红会养的公关部，社监委委
员、新闻发言人王永则被指为社监委
实际控制人，其所在公司与红会涉嫌
商业利益交换。对此，王永发表声明
称，红会出经费是国际惯例，自己与

持单位的管理费，我们与红会无利益
往来，在品牌节的电视晚会上，一些企
业还主动向红会捐赠了善款和实物。

完全是被误伤。红会社监委相关负责
人称，社监委经费及场地均由红会提
供，不会影响社监委的独立性，社监
委将会通过官微对爆料人涉及社监
委的相关内容予以说明。

质疑 4 ： 委员公司给红

会领导颁奖？

质疑 1 ：经费不独立？
回应：红会出钱不影响监督

着”。
对此，红会社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早在社监委成立的
周筱■在微博中称，《中国红十 第一天，就已经针对经费问题作出解
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规定，中 释，社监委委员作为志愿者不拿报酬
国红十字会应当为社会监督委员会 来承担监督工作，但在实际监督中不
开展监督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可避免会产生费用，“ 委员利用自身
为社监委及其秘书处日常办公提供 资源来募集经费是一种解决形式，但
办公场所及设施。针对王永所说的社 募集不到时红会承担必要的费用是
监委目前所有的工作经费由一位委 应当的，不会对监督产生影响。”
员捐赠的说法，周筱■称，这一捐款
王永也表示，被监督方需要承担
如打到私人账户，涉嫌非法集资；如 监督方在开展监督工作时发生的费
打到王永所在公司的账户，则王永公 用，是现代治理结构的一种通行做
司事实上控制了红监会；如果捐款打 法，符合国际惯例。目前，为了避免不
到红会账户，则拿经费需要红会批 必要的质疑，社监委使用的工作经费
准，“红监会（社监委）还是靠红会养 由一位委员主动捐赠。
质疑 2 ：社监委为个人控制？ 会辟谣、澄清，“红会社会
监督委员会的实质就是红
回应：委员称没能力控制
会养的公关部。”
周筱■称，红监会为红会只辟谣
王永回应说，按照社监委章程，
不监督，其发言人王永以红监会名义 社监委由医疗卫生、财务会计、法律
控制官微，未经委员投票表决，为红 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等各界

王永微博截图

代表组成，自己只是 16位委员之一， 言人，相对来说发出的声音较多，所
而每个委员都是非常独立的，“ 任何 以被误解为我是社监委的控制人。”
人都控制不了社监委。我当然也没有 “我觉得我被质疑是被误伤了。”
能力控制社监委。”
王永说，后来社监委也注意到网友的
他表示，按照社监委新闻发布制 这种误解，已经和红会进行了沟通，
度的规定，社监委官方微博由新闻发 以后凡是涉及质疑的事项，均由红会
言人负责管理，他曾经也确实负责社 的官方微博出面回应，社监委的官方
监委的微博运营，“我之所以会被质 微博不再发布这方面的内容。
疑，可能是由于我是社监委的新闻发

质疑 3 ：红会涉嫌直接商业利益交换？
回应：无任何利益往来

周筱■在文中指出，王永同时也 业利益交换。
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早在
对此，王永承认确实有此事，但
2007年，中国红十字会就下发红头 是邀请红会作为品牌节的支持单位，
文件，成为前者举办的“中国品牌节”“是为了推广公益慈善事业，让更多
相关活动的支持单位，品牌节的嘉宾 与会企业家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和公
席位收费从 3800元 / 席到 88000 益慈善”。
元 / 席不等。周筱■认为，作为社监
他表示，当时我们没有收取红会
委委员的王永，与红会涉嫌直接的商 一分钱，红会也没有收取主办方和支

5月 13日 10时，记者从河南周口方面获悉，周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原鹿邑县法院院长
高天峰及女儿在家中被害事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抓获，另一人在逃。两名犯罪嫌疑人系其子雇凶。
案发现场位于周口市区建安路荣华小区，出事的
是 15号楼的中间一户。小区监控录像显示，12日凌晨
2时 16分许，两名体态较瘦的青年男子翻墙进入监控
中，两人均戴帽子，各拿一个包裹，行凶者作案后翻墙逃
走。记者从周口市公安局第六分局获悉，已抓获的两名犯
罪嫌疑人其中一人系遇害人高天峰的儿子，另两名犯罪
嫌疑人是其在网上认识的。案发前，高天峰的儿子就读于
漯河某高中，由姐姐陪读。由于姐姐在陪读期间管得严，
其遂雇用这两名网友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杀害。
据了解，被害人高天峰，男，今年 49岁。此前曾担
任鹿邑县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现为周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另一名被害人是其女儿，20岁
左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综合 ）

“开水烫头、渔线缝嘴”

贵州虐童父亲遭拘留

新华社电 开水烫头、渔线缝嘴、跪碎玻璃、针扎手
指……贵州金沙县 11岁的女童杨科贤饱受虐待已达
5年之久，施暴者就是她的亲生父亲。被虐待儿童杨科
贤目前已得到妥善救助，伤情稳定，当地政府已将其转
往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救治。女童的父亲已被公安机
关依法行政拘留，法医正在对女童伤情进行鉴定，案件
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记者从金沙县有关部门了解到，5月 8日当地警方
接到报案称，金沙县石场乡构皮村 10岁女童杨科贤遭
到其父亲杨世海虐待殴打。警方出警处置，将受害女童
杨科贤送往石场乡卫生院救治，并将杨世海带回调查。
石场乡卫生院院长汤永田说，杨科贤送往医院时全身
多处软组织挫伤，头皮有烫伤炎症，情绪低落。
记者看到，杨科贤的头部戴着医用防护罩，手上和
脚上有多处伤口，都得到药物医治。她告诉记者：
“身上
的伤都是爸爸打的，现在头上不疼了，但脚上还有点
疼。”

13日晚，广东揭阳市委宣传部通报称，13日下午，揭
阳市揭东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会议决定免去江中咏同志的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职务。
5月 9日，一则有关《揭阳“官二代”27岁任副县长，
父子同为领导》的报道引发各方热议。据揭阳市委宣传部
通报称，江中咏任职的主要问题：2004年 11月，江中咏
同志报考普宁市公安局办事员，经考试，2005年 9月，揭
阳市公安局同意录用江中咏为国家公务员 （人民警察），
2005年 11月揭阳市人事局批准同意录用江中咏为国家
公务员（人民警察）。2006年 11月，普宁市人事局同意江
中咏正式任职定级为普宁市公安局办事员。2006年 12
月揭阳市人事局同意江中咏公务员登记。2007年 1月，
江中咏转任揭东县炮台镇党政办公室办事员。2007年 3
月，揭东县炮台镇党委任命江中咏同志为镇团委副书记。
该同志任办事员才 4个月。《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
5 月 13 日 ，济南市民在济南市万德镇的樱桃园内采摘樱桃 。
规定（试行）》（中组发 7号）第二十条之（七）规定：晋升科员
近日 ，位于山东省济南市万德镇的 4000 余亩樱桃开始进入成熟期 ，吸引大 职务应当任办事员三年以上。第三十一条规定：对违反本
批市民和游客前往采摘 。 万德镇目前有樱桃种植面积 4000 余亩 。 新华社 发 规定作出的决定，由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中新)

樱桃熟了

被损冰心墓碑尚未修复

依调解协议应在
5月 1日前修复 其孙吴山避而不谈原因
北京晚报报道 著名女作家 吴山确认何时对墓碑进行修复。 塑及墓碑的修建、管理、配套设

冰心和丈夫吴文藻的纪念碑上， 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位于 施建设及相关事项的权利。冰
“教子无方，枉为人表”8个大字 水关长城脚下，所管理的园区内 心、吴文藻夫妇的纪念碑属于文
至今仍非常醒目，这是记者 13 有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夫妇 物，且价值不菲，吴山的行为毁
日上午从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 等文化名人的雕塑。去年 5月 31 损了财产。怀思堂对清理墓碑上
得到的消息。而根据去年 12月 日，冰心、吴文藻之孙吴山进入 的红油漆作了修复预算，预算费
17日的调解协议，冰心之孙吴山 纪念园，并在冰心、吴文藻夫妇 用共计 9万元。
应在今年 5月 1日前把墓碑修 的纪念碑上用红油漆刷上 8个
在法官的主持调解下，吴山
复。
大字“教子无方，枉为人表”。据 与长城华人怀思堂在去年 12月
“自从去年的官司结案后， 悉，吴山父母的离婚官司打了 6 17日达成调解协议：吴山于
我们一直没有接到过吴山一方 年，吴山觉得父亲对母亲不公， 2013年 5月 1日前清除在北京
的电话，也没见过他们。”北京长 因此在奶奶冰心的纪念碑上写 长城华人怀思堂内冰心、吴文藻
城华人怀思堂的张经理告诉记 字。
夫妇纪念碑上用红漆刷写的“教
者，今年清明节前，他接到吴山
事发后，长城华人怀思堂把 子无方，枉为人表”字样，案件受
的父亲吴平的电话，询问墓碑是 吴山起诉到了延庆法院，要求赔 理费由吴山负担，此外双方无其
否修复完好，他告诉吴平尚未修 偿损失 9万元，并公开赔礼道 他争议。
复。张经理说，他打算请律师联 歉。怀思堂认为，从 2000年起， 当时吴山的代理律师称，之
系法院，由法官通过法律程序找 怀思堂经合法手续取得冰心雕 所以定在 2013年 5月 1日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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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陌生人间的借贷成为可能

江都分公司、城东分公司诚聘

客户经理 8 名，35 岁以下，善沟通者优先

贷款难？其实也不难！
房产一押、二押，月息不高于 1.5%
免费热线 ：400-0514-559 贷款热线 ：87901222
客服 QQ：6321101
公司地址 ：邗江北路 68 号旺角广场四楼

周筱■称，今年，王永的公司品
牌中国产业联盟还给中国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颁发了“中国十
大品牌女性”奖项，这无疑是失当
的。他同时对王永的公司品牌中国
的 NGO身份也进行了质疑。
对于颁奖一事，王永解释说，正
因为自己是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所
以才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赵白鸽的工
作思路和工作状态，了解她为红会改
革所付出的种种艰辛，承受的种种压
力，所以在评选的过程中，
“我向评委
会作了推荐，但我只是评委之一，并
不能左右最终的评选结果。”
他介绍，评委会经过讨论认为，
赵白鸽在郭美美事件以后临危受
命，以扎实务实的姿态为这家百年
老店“号脉”并大胆改革。评委会认
为她符合当选的标准。他强调，评选
的全过程都和红会没有任何利益往
（京华时报供稿 ）
来。

揭阳
27岁副区长
父子同为领导曾引发热议 免职

河南鹿邑原法院院长家中遇害
据初步调查显示——
—

法院院长
被其子雇凶杀死

回应：评委会认为
符合当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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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高 邮 市 人 民 法 院 委 托 ， 万元（开户行：农行高邮支行城
对下列房产进行拍卖 ：
区 办 事 处 ， 账 号 ：
一 、 拍卖标的 ：1.高邮市康华园 150701040000342，并注明“拍

现代城 25幢 402室房地产（建
筑面积：120.70■，评估价：
69.9698万元，详见评估报告）。
二 、 拍 卖 时 间 及 地 点 ： 于 2013
年 5月 31日上午 10时在本公
司举行拍卖会。
三 、 展示时间及地点 ：即日起至
5月 29日预约在标的所在地。
四 、 竞买登记时间及手续办理 ：
1.竞买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至 5月 29日下午 4时止。2.向
高邮市人民法院预交保证金 10

卖保证金”）。3.持相关有效证件
及银行进账单到我公司办理登
记手续。
五 、 注 ： 与本标的相关人员（债
权人、债务人、担保物权人等及
其他优先购买权人），请届时参
加拍卖会，如不参加后果自负。
咨 询 电 话 ： 0514 -87369279
杨先生 13056350333

扬州永安拍卖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 14 日

跃进桥壹位广场
壹位商业广场位于跃进桥东首，西邻
古运河畔，该商业街打造以“古运河休闲文
化”为主题，与 1912街区业态相呼应，集
餐、饮、娱、住为一体的古运河休闲文化区。
适合餐饮、会所、酒吧、咖啡、茶社、足
疗、办公、健身、美容美发、教育培训等各种行
业。热忱欢迎品牌商家前来洽谈及现场考察！
招商电话：13852750188王先生

被损冰心墓碑 （资料图 ）

除字迹，主要考虑到需要时间作
准备，更主要的是等待气温上
升，方便清除。
昨日上午，记者打通吴山的
电话，了解仍未修复墓碑的原因。
吴山表示此事由律师出面介绍相
关情况。而对于其律师的联系方
式，吴山表示他人在外地，不记得
律师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