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良好的自然环境是理应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明确环
保责任只是第一步，如何将问责的压力转化为行动的动力，仍有赖于制度的完善以
及细节的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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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日
前，环保部部署3月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执法检查，聚焦京津冀。
查污染，卫星无人机都上阵；严
执法，直接督查直接曝光。环保
部强调，保持执法检查的高压态
势。与此同时，全国性的环保执
法行动正全面铺展开来。

“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不
达目的决不停战。”李克强总理
在全国两会期间掷地有声地表
示，“要让那些偷排偷放的企业
承受付不起的代价”，“环保法的
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今
年1月，万众期待的新《环保法》正
式实施；3月17日，环保部部署3
月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执法检查；3
月19日，环保部通报2月份大气
污染防治督查情况，多家企业排
污挨罚……有目共睹的是，环保
执法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大。

大气污染难以问责的关键在
于，某些地方政府对此缺乏足够的
重视——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政
府过于追求发展速度，重化工产能
快速扩张，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
污染、高耗能的产能严重过剩；一
些地方则存在人情执法、以罚代管
等问题，违法排污行为得不到有效
遏止。在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下，国内环保问题日益严峻，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处罚力度不
够重、执法力度不够大。

去年5月27日，国务院下发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
况考核办法(试行)》，对地方政府
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
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不仅
将作为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而且，未通过终期考核的地
区负责人将受到国务院领导的约
谈。考核评价体系的调整，不仅
意味着地区环境状况有了最终

“责任人”，而且意味着懈怠失职
将面临更为严厉的问责。在此基
础上，新修订的《环保法》进一步
明确了环保违法的相关责任，同
时加大了处罚力度。

有专家表示，新修订的《环
保法》是全世界最严厉的环境法
之一，而且在中国也是最严厉的专
业领域法之一，其中“引咎辞职”、

“公益诉讼”等处罚方式，在很多国
家的《环保法》里是没有的。但任
何法律制度的生命力都在于执行，
新修订的《环保法》要想发挥出预
期威力，加大处罚力度只是一方
面，明确相应的领导责任以及调
整干部考核体系，更加重要。

去年6月4日，环保部在国

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3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相关内容。
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
数为35.9天，比上一年增加18.3
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根据新
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全国74
个按照新标准实施监测空气质量
的城市，达标比例仅为4.1%，京津
冀地区综合达标城市数量为0。
以国务院发布“考核新规”为背景，
通报不免给人留下未竟之问——
74个城市只有4.1%的达标比例，
除了点名提出的京津冀地区之外，
不达标的城市到底都有哪些？如
果说制度问责需要时间的话，那
么，挂一漏万的不点名批评未免
有些过于“温柔”。

有鉴于此，一方面应建立起
科学的环境评价机制和官员考核
机制，将环保指标纳入到官员业绩
考核；另一方面应拓展监督渠道、
加大问责力度，确保“引咎辞职”机
制落实到位。只有令污染企业和
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感受到切肤之
痛，他们才会真正懂得环保到底意
味着什么。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良
好的自然环境是理应提供的最基
本的公共产品。明确环保责任只
是第一步，如何将问责的压力转化
为行动的动力，仍有赖于制度的完
善以及细节的跟进。

新环保法落地需要执法跟进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剑言刀语 文 刘军 图

3月20日，四川资阳市安
岳县工商局岳阳一所所长刘
涛涉嫌酒驾，被协警拦下。
刘涛驾车撞翻协警，并大骂：

“穿狗皮的宝儿，弄你狗日
的。”21 日，安岳县公安局查
明刘涛辱骂、殴打协警，涉嫌
故意伤害，依法对其作出行
政拘留 7 日的处罚决定。交
警大队给予刘涛罚款 2050
元、暂扣其机动车驾驶证6个
月的处罚，记 13 分。工商局
停止其所长职务。县纪委已
立 案 ，将 对 其 进 行 严 肃 处
理。（据《华西都市报》）

官员理当做守法的模
范，端正社会风气。然而，刘
涛作为工商所长，竟然不服
从协警指挥，还故意撞翻协
警，并出口成“脏”，大骂协
警。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驱
使刘涛走出这一步，使其现
了“原形”的呢？

首先，刘涛中了酒的邪，
又有侥幸心理，故干出如此

“鲁莽”的事来。其次是刘涛
觉得自己是官场的一个“小
头儿”，在一个小县城，有“关
系网”“人脉圈”，有些“小事
儿”可以通过“关系”“摆平”；
其三可能是他知道街头执勤
的都是协警，是“临时工”，打
他骂他没事。于是，“上帝欲
让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但舆论和公平正义站在协警
这一边，等待所长的是法律
的严惩。

虽然像刘涛这样的“官
爷”只是少数，但一颗老鼠屎
坏一锅汤，以笔者来看，刘涛
至少有以下错误：一是违犯
交通法规，破坏交通秩序；二
是故意撞人，属于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三是不听
从协警的交通指挥，还恶意
撞人，妨碍执行公务，涉嫌犯
妨碍公务罪；四是对协警破
口大骂，触犯了社会道德，击
溃官德底线。在反腐新常态
下，对这种官场败类，一定要
依法严惩，以儆效尤，以正官
风。

□惠铭生

3月20日，在呼和浩特市
一次会议上，讨论到房地产
市场的遗留问题时，该市市
委书记那顺孟和说自己的房
住了8年仍无“房本”，调侃自
己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点无
奈，并打趣另一名领导干部：

“你和我住同一个小区，你也
没有房本吧？”（据人民网）

一个城市，房地产市场
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居民13万
户、50万人，约占呼市常住人
口的1/6，甚至连堂堂的市委
书记都自嘲“住房8年仍无房
本”，可见当下房地产市场混
乱不堪到何种程度。

从呼市官方回应看，主
要原因在于，或是企业存在
土地手续不符合规定；或是
企业仍存在土地手续齐全，
缺少规划、施工、竣工验收等
手续等问题。

值得拷问的是，企业手
续不全或缺少，是审批程序
繁琐，还是审批过程中遭遇
个别部门和人员的刁难？是
违法建设得到了某些领导的

“支持”，还是早就本着“先上
车后补票”的打算，违法违规
开发楼盘？

假如是审批流程的问
题，这个可以通过减少审批
项目和流程、改变机关作风
予以弥补。假如土地征收违

法，没有规划，甚至连竣工验
收都省略了，像这类的“硬
伤”，它们属于违章建筑，那
则应该先赔偿购房人，然后
拆除。

如果没有通过竣工验
收，则说明楼房质量不一定
合格，如果让房主去住，这是
很危险的。正是这些存在的
问题，所以才会有市民“居住
N年仍无房本”的尴尬。

不难发现，市委书记“住
房8年无房本”，罪魁在于开发
企业的无良，也在于相关行政
部门监管的缺位与无为，甚至
不排除有官员与房企沆瀣一
气，大搞权钱交易。

“历时遗留”是客观存
在，但购房者也不能总得不
到房产证，如何解决，这考验
地方执政智慧。比如，补办
房本，要针对不同的“历史遗
留问题”区别对待，没经过竣
工验收的，要详查工程质量，
有质量隐患的，责成开发商
维修加固；土地未经合法征
收或规划的，要依法严厉追
责房产商。再者，楼盘开发
手续不全，竟然能开工建设
和公开出售，对此必须严厉
追责失职渎职官员。也只有
如此严厉问责，才能防微杜
渐，防止类似乱象持续上演、

“制造”出更多的“历史遗留
问题”。

村干部为何能做到“有福同享”？
□刘文 文 王成喜 图

不管是给百姓打井的钱、修
河道的补偿金，还是村里土地山
林的承包款，浙江天台县隔水江
村９名村干部怀着“有福同享”
的心态，将累计44万余元的集
体财产占为己有。３月２０日，
天台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９名
村干部犯职务侵占罪，均被判处
有期徒刑。（据新华网）

农民是收入最低的一个群
体，而村级干部又处在上级监督
鞭长莫及、村民监督软弱无力的
状态，“塌方式”腐败几乎是难以
避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房奴”真的是一个“伪问题”吗？
□李劭强

3月20日，中国房地产业协
会副会长、华远地产原董事长任
志强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抛出房
奴是个伪问题的观点：从银行统
计数据看，通常6到8年就是一
个还贷周期，你看过去买房的，
谁没赚钱，哪有赚钱的奴隶？亚
洲金融危机时，一些地方的房子
贬值厉害，要还的贷款超过房子
的价值，所以才成为房奴。（据
《南方都市报》）

任志强的逻辑好像无法反
驳。当房价不断高涨时，买房的
确会带来资产的上涨。对比物
价的上涨，即便是用来自住的购
房行为，也会被认为是一种理智
投资。因此，在房价不断上涨的
态势面前，任志强有底气说，房

奴一说是伪问题。
换句话说，任志强认为房奴

才能赚钱。这样的观点，其他房
地产商也曾表达过。在他们眼
里，房奴不过是公众与媒体热炒
的产物。事实上，房奴意味着财
富、也意味着光荣。

但是，任志强的话也根本算不
上良言。房奴并不是一个伪问题，
房奴其实是一个真实的社会问
题。那些房地产商忽视了房奴产
生的背景，以及房奴造成的影响，
他们只是简单地从房价上涨的角
度看房奴的幸福与否，这种观察既
是一种偏见也是一种漠视。

具体地说，这些房地产商首
先预设了房价是应该高涨的。
但问题是，房价可以如此高吗，
高到很多人不吃不喝也买不到
一套房子，或者要牺牲好几代人

的幸福做一回房奴？其次，这些
房地产商认定购了房子就很幸
福，但他们看不到房奴承受的沉
重与压抑！

当房地产商认为房奴是个
伪问题时，他们的贪婪与漠视也
清晰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眼中，
公众不过是购房者，在房价上涨
的压力下，人们必须义无反顾地
成为高房价的买单者，成为房地
产商高利润的承受者；在他们心
中，房奴的生活就应该是暗淡
的，想要房子，那就必须把所有
生活中的幸福抵消！生活会如
此简单吗？如果房价不是一直
持续上涨，如果人们还有更多选
择，人们真的愿意做房奴？

房奴绝对不是一个伪问题，
而是一个畸形市场下被剥夺者
发出的无奈的自嘲和抗争。

“所长撞协警”必须依法严惩

书记“住房8年无房本”说明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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