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戒毒所
开“KTV”
近日! 演员王学兵等

涉毒!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法制晚报$ 记者
!"

日走

进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

所%这里对强制戒毒人员!

更多的是心理引导和身体

康复治疗" 装修模拟容易

接触毒品的
#

个场景&&&

$%&

包房'客厅'厕所'卧

室! 以帮助强戒人员从心

理上摆脱毒品的控制"

摘自《法制晚报》

母亲找回
26年前被拐儿子

不间断“DNA盲比”

18日傍晚，内江白合镇村口鞭炮响
起，蓝明秀被拐的儿子李伟终于回家了，
一家人相拥而泣。

26年前，4岁的李伟在玩耍时被人
拐走。因儿子走失，蓝明秀和丈夫李开贵
婚姻破碎，她从此踏上艰难的寻子路。
26年后，皇天不负有心人，通过使用一
种名为“DNA盲比”的高科技手段，她最
终找到了如今已结婚生子的儿子李伟。

2009年4月，公安部正式建立全国
打拐DNA数据库。在这个“国家寻亲平
台”上，浩如烟海的DNA信息自动检索
比对，重合的信息会自动跳出，这一过程
叫“DNA盲比”。

警方提示，如果孩子不幸被拐，首先
家长要到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申请
DNA入库检测。另外，父母最好能将孩
子的日常物品同时送检。

摘自(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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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年内试点
刷医保卡健身

南京将打造国家级公共体育示范区，将给普通市民带
来哪些利好？南京市政府19日公布了《推进公共体育服务
体系示范区建设实施意见》，今年南京将推广医保健身一卡
通，也就是说，市民进健身馆锻炼也可以刷医保卡了。

根据计划，到2016年，南京全市所有区建成省级公共
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南京市建成国家级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示范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份实施意见要求，今年将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提高健身服务业在体育产业中所占的
比重，推广医保健身一卡通。记者了解到，刷医保卡健身有
望在年内先重点选取部分体育场馆展开试点。根据初步提
出的方案，市民只能用医保卡的个人账户部分的结余资金，
每人每年刷医保卡支付健身的总费用上限为2000元人民
币。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市民医保卡的资金不能用于运动
场馆的购买服装、餐饮等衍生消费。

记者了解到，玄武、秦淮、建邺、鼓楼4区正在试点学校
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接下来，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的试
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这份实施意见要求，除了将加快学校
体育设施向社会有序开放，还将进一步扩大机关、企事业单
位体育设施对市民的公益开放范围。 摘自(扬子晚报$

浙江拉“黑”
环境违法企业

偷偷埋根管子，向河里排废水；空气严重污染下，却还
在大量排放废气……这种企业昧良心的可恶行为，不能忍！
怎么治？浙江准备下重手了———18日，记者从浙江省环保
厅了解到，该省正在建立健全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目前，将
环境违法企业列入“黑名单”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出炉。以后
一旦被查实，除了要被环保部门处罚外，还会被列入浙江省
环境违法企业“黑名单”，对其进行更严厉的惩戒。
哪些企业会被列入“黑名单”？征求意见稿说，主要是全

省各级环保部门在日常环境监管执法中，发现存在《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第十五条所列“一票否决”行为的，
经集体审议后，就将被列入环境违法企业“黑名单”。14项
行为包括：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
放、倾倒、处置水污染物，或者通过私设旁路排放大气污染
物的，以后都要罚。

浙江省内各设区市环保局将从今年第2季度起，至每
季度结束后10日内，将辖区内的环境违法企业“黑名单”
信息报给省环保厅。这份“黑名单”会实行动态更新，浙江省
各级环保部门同样会在2015年第2季度起，至每季度结
束后10日内，向大家公布环境违法企业的“黑名单”。

更严厉的是，每季度，浙江省环保厅要将这份“黑名单”通
报给该省发展和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工商局、人民
银行杭州分行、省银监局及其他有关部门。进入环境违法企业
“黑名单”后，原则上的管理期限为3年。 摘自(钱江晚报$

杭州男子拿50万法币存折讨说法
1948年这钱到底能买什么？最多1斤大米

前些日子，大家的微信朋友圈被
《大头儿子家到底多有钱？》《依萍母女
到底多有钱》《郭靖追黄蓉到底花了多
少钱》等帖子刷屏，让我们惊叹这些大
家以为不起眼的角色，其实都是深藏不
露的土豪。

这些可能是玩笑话，那么，如果家里
有一张1948年的银行存折，里面存的
50万一直没有取出，到现在，是不是也
是一笔巨款呢？

78岁的杭州市民谢先生就打来电
话，想问问父亲当年存进当时民国某银
行的50万，现在到底能给个怎样的说
法？

1948年存入50万
谢先生生于1937年，是土生土长

的杭州人，家中独子。解放前，他们家在
当时的吴山路开了一家卖烟酒副食的小
店。“父亲一生小心谨慎，这张存折他生
前也没有跟我说过。我估计这张存折他

可能早就忘了，是在他 1983
年去世以后，我整理他留下的
物品时发现的。”

这张经历了67年岁月沧
桑的存折，与现在的存折大小
差不多，竖排，封面为淡黄色，
上面印着“活期储蓄存款折”，
户名是谢先生父亲的名字，手
写繁体字。打开内页，是两页
“××银行储蓄部活期储蓄存
款简章”，落款有该储蓄部经办
襄理的手写签字和盖章，时间
为“民国37年5月1日”，也
就是1948年。简章的第一条
是“此项存款每次存入至少国
币伍佰元”。再翻，就是存取明
细页。只有5月1日当天一笔
50万的存入，没有支取，结余
也是50万。

“早年我曾经去杭州的这
家银行问过，我记得当时他们答
复我，说他们已经登报过了，这

笔钱已经和他们不搭界了。1989
年我去香港探亲3个月，因为那时
大陆和台湾还没有通航，信件也不
通，但是香港和台湾是可以通信
的。在香港期间，我写了一封信给
台北的这家银行，询问这件事情，
结果也是泥牛入海。”谢先生表示，
自己并不是在乎这笔钱。

门牙掉了大半的谢先生拿着
存折，笑眯眯地说：“不管这笔钱
银行什么说法，至少这张存折是
个古董，我会好好保存。”

当时买不到1斤大米
这50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存入日期是“1948年5月”，当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建立，还是
国民党统治时期，存入的自然是
民国的银行，而钱自然是那时候
流通的法币。而在1948年8月
19日，国民党政府就以总统命令

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
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
额为20亿元，限当年11月20日前
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
比率，收兑法币。也就是说，这50万
法币在1948年底要是没有及时兑
换成金圆券，就已经成了废纸，即便
兑换，大概仅相当于0.17金圆券。

虽然“蚂蚁再小也是肉”，再少
也该换，但是国民党和他们的银行带
着全国的黄金银元硬通货败退台湾，
从债权角度而言，谢先生丧失了应追
讨的银行对象。即便如此，1953年1
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
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的给
付办法。解放前存款的给付原则为：
以本金为限，不计利息。办法还明确
规定：“本办法公布实施后，如存户逾
一年期限不支取者，应由银钱业列表
移转中国人民银行汇缴国库。”

而当时的50万，其实并不是
“巨款”。这是不同年代100元法币

能够买到的东西：1937年 2头大
牛，1938年 1头大牛 1头小牛，
1939年 1头大牛，1940年 1头小
牛，1941年1头猪，1942年1条火
腿，1943年1只母鸡，1944年半只
母鸡，1945年1条鱼，1946年1个
蛋，1947年1只煤球或者1/3根油
条，1948年4粒大米。在兑换金圆
券后，钱的价值更是低到令人发指。

1948年5月按100元4粒大
米计算，50万法币大约能买到
20000粒，而百度可知1斤大米约
25000粒；而1948年底兑换金圆
券金额不到 0.17，到了 1949年，
300多万金圆券才能买到 1斤大
米。而法币金圆券在货币历史上是
和“做厕纸都被嫌弃”的津巴布韦币
齐名的，当然因为金圆券比较软，所
以当时的老百姓普遍用 100元面
值的金圆券上厕所，因为100元金
圆券连1张厕纸都买不起。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