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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4日表示，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SO2、NO2、PM10、PM2.5、CO
和O3六项污染物进行评价，74个新标准监测实施第一阶段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4.1%， 其他
256个城市执行空气质量旧标准，达标城市比例为69.5%。（6月4日中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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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现房模式”可以尝试
1994 年 我 国 出 台 《城 市 房 地 产 管 理
法》，建立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这项制度
距今已实施近20年。尽管屡有存废之争，各
地也一直在提高房屋预售的门槛，但并没有
改革或取消这一制度。然而，上海5月30日
出让的一幅位于城市核心位置的地块，却让
业界看到了未来国家变革这项制度的可能
性。预出让合同显示，地块内建成房屋未来
不得预售， 须以全装修现房销售。（6月4日
《每日经济新闻》）

以上这个结果揭示，全国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形势非常严峻。按照新标准监测的
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比例仅为4.1%，让人
不忍目睹。即使执行旧标准的城市，达标
率才刚刚“及格”。这说明，虽然去年或者
更早时候就全面打响了 “空气质量保卫
战”，然而“战果”很不理想。
尽管改善空气质量不是一朝一夕之
功，甚至要打“持久战”，但公众显然很关
心一个问题：对于眼下空气质量不达标的
城市，该怎么办？因为国务院日前刚刚下
发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
核办法（试行）》，能否依据这一考核办
法对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负责人进行
考核问责，无疑，是公众关心的问题。
根据这一考核办法规定，对未通过年
度考核的地区，由环境保护部会同组织部
门、监察机关等部门约谈省（区、市）人民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对未通过
终期考核的地区，“要加大问责力度”。那

么，74个城市中绝大部分是不达 标 的 城
市，这些城市负责人会被有关方面依据这
一考核办法问责吗？
在笔者看来，能否依据这一考核办法
进行问责，主要取决于两点：其一，这一考
核办法的配套制度是否及时出台。该考核
办法规定“各项指标的定义、考核要求和
计分方法等由环境保护部商同有关部门
另行印发。”也就是说，还需要完善配套
制度， 但相关配套制度是否另行印发，目
前不得而知。
其二，环保部负责人这次所说的“达
标比例仅为4.1%”，是否属于年度考核结
果。只有年度考核结果不合格，才能依据
该考核办法来问责。而且，年度考核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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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是否是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 现在也不
得而知。
进而言之， 虽然环保部负责人披露74

漫画 李宏宇
预售制带来的“期房模式”，确实存在
诸多弊端，比如楼盘质量低劣、开发商跑路、
烂尾楼、一房多售等问题，特别是在行业处
于调整周期之时，相关问题愈发凸显，购房
者的利益有时难以得到保障。 因此，“期房
模式”长期受到质疑，呼吁废除商品房预售
制，实行现房销售模式。
如果改期房为现房，开发商就要面临销
售压力，只有将楼盘质量搞好，才能把房子
卖出去获利， 否则就要砸在自己手里了。
“现房模式” 将提高炒房客的资金门槛，失
去了“炒楼花”的以时间换利润的机会，势
必增加资金风险， 逼迫部分投机者退出。而
且，目前商品房市场交易低迷，正是借势取
消预售制的良机。何况，如今开发商的资金
实力雄厚，部分全国性房地产企业动辄年销
售额达数百亿元、上千亿元之巨，利用商品
房预售制扶持开发商的环境不复存在。
上海此次拿迷你地块做 “现房模式”，
其实也是一种谨慎的市场试验，看开发商的
接受程度，以及市场的反应。至于效果如何，
还是静观其变吧。不过，开发商得认识到，以
往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现房模式” 是大
势所趋，与其被动等待，不如未雨绸缪早作
打算，迎接行业变革的到来。
江德斌

新华时评

“习惯性浪费”当戒除
堂而皇之的奢侈往往引起人们的警觉，
进而形成自律自控，但恰恰是一些小处上的
习惯性浪费常常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忽略：刷
牙时始终不关水龙头，数十页的论文就因为
几个错字改动就重新再打印一次，周末休息
办公室饮水机依旧开着，出门买早餐家里的
电视始终亮着……
种种看似微小的习惯性浪费行为，造成
的损失却着实令人震惊。每年，大学生打印
论文耗费用纸达到４千吨；北京，每天就有
８万吨饮水机尾水被直接倒掉……当如此
种种的浪费行为司空见惯，“节俭” 只能成
为案桌上的美德条文，更可忧心的是，这些
习惯性浪费行为将在不知不觉中一代又一
代延续下去。
摒弃浪费恶习养成节俭习惯，不妨从少
打一份文件开始，从习惯随手关掉水龙头开
始， 从习惯出门随手关灯关电视机开始。震
天的号召不会让人养成 美 德 ，“润 物 细 无
声”的生活细小行为，才能逐步远离浪费的
恶习。“勿以俭小而 不 为 ， 勿 以 奢 小 而 为
之”。 只有坚持有意识的微小节俭行为，才
能将节俭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并使之外化
为全民的自觉行为。也只有坚持有意识的微
小节俭行为， 才能建立节俭文明的生活方
式，从而将之贯穿于发展改革的全过程中。
新华社记者 伍鲲鹏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个城市中绝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
标，而且考核办法已经出台，但是，目前似
乎仍不具备考核、问责的条件，因为不但需
要配套制度，还需要公开更完整的信息。
鉴于正在治理中的全国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形势仍然很严峻，笔者以为，问责
必须提速，包括：尽快完善考核办法的配
套制度， 尽快公开空气质量详细信息，尽
—通过高效的问责来
快依法进行问责——
推动城市空气质量发生实质改变。也就是
说，有关部门只是公开简单的信息是不够
的，而是需要问责跟进。
既 然 已 经 掌 握 “达 标 比 例 仅 为
4.1%”，说明环保部门掌握所有城市空气
质量信息，但是，无论是环保部负责人这
次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是在环保部官方网
站上，似乎都没有看到详细的空气质量达
标城市和不达标城市的名单——
—缺少这
样的“点名”批评，不达标城市自然缺少
一种压力和改善空气质量的动力。 张海英

近日，一位刘姓消费者向记者反
映，铁路部门又出现霸王条款，自己
实名购买的火车票丢失后， 凭身份
证不能退票和改签。当记者向12306
反映这一问题，并提出能否向铁路总
公司提出合理建议时，工作人员再三
强调这是规定，不能帮忙代转。这究
竟是固执，还是长期老大地位养成的
霸道？（6月3日新华网）

百姓话语

实名制火车票丢失后应可退可补

面对旅客的不 满 和 质 疑 ，12306
的客服人员一再强调这是铁路部门
的规定，规定当然应该遵守，但是如
果这个规定不那么合理，或者说只对
单方面有利，不适应新形势下的现实
需要，那么这样的规定是不是就应该
被修改完善甚至是直接废除呢？火车
票实名制之后，车票丢失不能办理退
票，无疑就属于这种原来合理，现在
却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而不再合理
的规定。
说其原来合理，是指在火车票实
行实名制购票之前，车票上没有能够
反映旅客个人信息的内容，铁路部门
的售票系统也无法查证某张车票到
底卖给了谁，如果旅客不慎丢失了车
票，那么铁路部门确实无法查证他是
真丢了还是假丢了，自然也就无法办

观点争鸣

理退票手续。但是实行实名制售票以
后，在旅客车票丢失以后，铁路部门
完全可以根据旅客提供的身份证信
息，来确定某趟列车某节车厢某个座
位，确实是卖给了这位旅客。因为不
管是火车票面上的编号还是旅客的
身份证号，都是唯一的，只要这两个
号码对上了，就足以证明这个座位是
属于这位旅客的，那么就应该给他办
理退票或者是改签手续。
换句话说，现在的售票方式已经
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是铁路部门
的管理规定仍旧原地踏步，这显然无
法适应新形势下的票务管理工作，也
无法满足公众的心理期待，最终损害
的，自然还是旅客的利益。而且，如果
像新闻中这位旅客一样，因为自己行
程改变，而原来的车票又因为丢失所

以既不能退票，也不能改签，那么他只
能花钱购买其他车次的车票， 如此一
来，他原来购买的座位，岂不是要空着
到达目的地了？这岂不是铁路资源的一
种浪费？
铁路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
国有企业，我们不否定它对市场利益的
追求，对商业效益的追求，但是它在市
场交易中同样应该坚持公平公正的市
场原则，更不能完全抛弃自身的社会责
任和公益属性。尽管这么多年来铁路部
门在服务上比之以前已经有了较大的
进步和改善， 也赢得了公众的肯定，但
是明明一项规定已经严重滞后落伍，涉
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却仍旧固执己
见，固步自封，这显然既不符合公平公
正的市场原则，同时也有违国有企业的
社会责任，有违其公益属性。
苑广阔

“铁老大”可能也有苦衷

“铁老大”多年来一家独大，各种
问题层出不穷， 尽管也在不断改善服
务，却距离民众的殷切期望，始终还有
很大的差距，因而，“铁老大”屡遭抱
怨也不足为奇。但这一次，关于火车票
丢失后不能退票和改签的所谓“霸王
条款”， 却让一向高高在上的 “铁老
大”尝到了“窦娥冤”的滋味。
其实，逻辑很简单。不妨仔细想
一想， 在现行差旅费报销的制度之
下，假如火车票丢失后可以凭身份证
退票，则在广大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之
中， 将会造成一种多么混乱的局面？
比如说，买两张北京到上海往返的火
车票，先以丢失为由找“铁老大”退

钱， 再拿着手里的火车票去单位报
销，岂不是可以大赚一笔？同时，面对
这种“真火车票”，又让财务人员如
何把关？
一定程度上，民众见惯了“铁老
大”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头横
行， 也忽视了许多事情并非 “铁老
大”全都说了算。就以火车票为例，其
性质不仅是乘车凭证，它还属于专业
发票的一种。根据国家发票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火车票的管理办法也并
非出自“铁老大”一家，而是由税务
主管部门会同“铁老大”一起制定。
事实上，有关火车票的退票和改
签规定，就体现了发票管理制度与财

务报销制度的对接，绝不是“铁老大”
在故意耍“霸王枪”。只不过，显然“铁
老大”并没有对外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从而导致了民众的误解与不满。 对此，
“铁老大”依然要从中吸取教训。
当然，破解“火车票丢失不退”，也
并非绝无可能。关键在于，区分火车票
“乘车凭证”与“专业发票”的双重属
性， 可以将这两种不同的属性进行剥
离。比方说，对于那些无需报销的乘客，
直接出售“乘车凭证”，并注明“不作
为报销凭证”，同时，对需要报销的乘
客，则另外提供“报销凭证”。只是，还
须仔细衡量技术与成本的可行性。
宣华华（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