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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车辆限行治霾恐怕只是扬汤止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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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出“工资税”概念 个税改革则无意义

治污要动真碰硬，工地扬尘、企业排污恰恰就是那个“硬”。而且，治理大气污染需要长

效机制，抓住根本，久久为功。

“被黑”只是基层官微“荒芜杂草生”的缩影
点点评

近日，江苏仪征、安徽明光等多地基层官方微博接连爆出某明星的不雅照。涉

事政务微博“迎江社区”所属单位仪征市真州镇迎江社区回应称，密码被盗了，目

前已报案。(《现代快报》11月23日)

□马涤明

目前财政部正在抓紧研究个人

所得税改革，方案已初具雏形，方向

是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

得税制。(11月23日《经济参考报》)
目前的个税基本等于“工资

税”，如果个税改革走不出“工资税”

概念，则没有太大意义。

据权威信息，目前全国只有

2800万人在缴纳个税，占人口总数

不到2%。而在美国，10%的富裕家庭

承担7成个税；在新加坡，20%的富

裕人口承担超9成个税。这样的格局

显然更利于调整收入分配。中国目

前的个税问题，与相关制度的不健

全有关，如个人收入和资产信息瞒

报隐匿较容易，更与我们的税制理

念不无关系。

比如，目前的征税原则是普遍无

差别纳税，过多征收商品价内税体现

最为生动：只要消费，就一样纳税。占

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收入

的大部分用于日常支出，纳税占收入

与资产的比例较高。显然，无差别纳

税给他们带来的税负更重。

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

得，财产转让所得，承包经营、承包

承租经营所得等都可能纳入综合征

税范围，《个人所得税法》也是这么

要求的；个税之所以停留在“工资

税”概念上，问题出在征收过程中，

因为相关体系不完善。

众所周知，涉及利益调整的改

革都是极其困难的，有些人对与个

税征收相关的信息体系建设“不积

极”，是个税畸形的重要原因。出路

在于尽快推动公民财产信息、个人

征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高收入阶

层应最先纳入其中。公民个人财产

信息体系建设，是个税走出“工资

税”概念的前提。

近些年来，“短命工程”屡

见不鲜，一些工程花巨资兴建，

几年甚至更短时间就被拆除。

专家认为，“短命工程”的现象

反映出当前城市缺乏成熟谨慎

的城建规划，缺乏前瞻性，应该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要立足长

远，而不是短期行为，避免重复

建设和浪费。

新华社发

建？拆？

吴应海：政务微博微信遭遇黑

客并不奇怪，但从已发生的类似案

件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

党政机关的网上平台很少更新，甚

至成为“僵尸”。此次出事的“迎江社

区”官微，相关人员得知微博发布了

不雅内容后登录查看时，不雅照已

被删除。从这一细节不难发现，“@
迎江社区”也就是个摆设而已，被人

破门而入也就不难理解。因此，绝不

能把密码被盗当成遮羞布。

杨朝清：基层官微上出现不雅

照，显然背离了角色规范和公众期

待。基层官微频繁成为黑客光顾的对

象，究竟是因为密码太简单，还是因

为黑客的技术太高明？从根本上讲，

一些基层官微流于形式，处于一种

“心若荒芜，杂草丛生”的状态；黑客

们只不过是利用基层官微运营管理

上的漏洞，来达到炒作的目的。基层

官微在现实生活中遭遇资源闲置，亟

待通过理念转变实现价值重塑。

苑广阔：网上政务平台是种潮

流，但各个地方情况不同，没有必要

一刀切式地要求基层政府部门统一

开通微博微信，更不该把其作为一项

考核任务来完成。比如以老年人为主

的社区，开通官微必要性就不大。基

层部门如果盲目开通政务微博，又疏

于管理，不但会让官微流于形式，而

且还容易成为网络黑客和不法分子

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平台。这样一

来，反而有损公信，得不偿失。

《生活日报》23日07版《经十

路拿出一半给公交 台湾专家这

建议你咋看？》报道中提到几个治

理较成功的城市，但济南在许多

方面和上述城市有很大不同，所

以道路一半给公交不太现实，短

时期内难以实施。既然有成功的

例子，我们不妨借鉴，但需要两个

转变：一是政府部门经营城市的

理念要转变；二是市民出行的观

念要转变。 ——— 读者 白顺清

□评论员 梁开文

连日雾霾压城，济南市环保部

门坐不住了，计划修订《济南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拟降低机动车限

行门槛：发布黄色预警时尾号限行，

发布橙色预警时单双号限行。(相关

报道见今日A02版)
济南空气质量排名持续靠后，

市民一直期待相关部门拿出切实有

效措施，抓出成效来。千呼万唤中，

降低限行门槛的消息透露出来，有

人想到了，有人没想到。

之所以有人想到了，是因为近

年来济南的机动车确实增长迅速，

尾气排放的压力与日俱增。拿尾气

排放开刀，把限行当做治污的一记

重拳，看得见、摸得着。

毫无疑问，限行能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大气污染，但对于当下的济

南治霾来说，限行或许没有打中七

寸。治病讲究对症下药，弄清楚污染

病因，才能有针对性地出招。

以河北为例，在今年4月确定的

“深入治理三年行动方案”根据各城

市污染排放特征作出相应的治理安

排。而今，河北治霾效果已经初显。

根据之前官方公布的数据，济

南尾气污染占本地污染源的15%，

排在燃煤、扬尘、工业生产之后。官

方监测数据还显示，扬尘之重成为

近期济南“气质”的特色杀手。那么，

当前的济南治污照理应该把好各个

关口，尾气污染当然也在其中。

现在，限行又被拿出来说事儿。

或许，与燃煤、扬尘和工业生产等领

域的治理相比，车辆限行是相对容

易实现的，与工地、污染企业相比，

限行的对象是广大车主，虽人多但

势不众，看上去似乎只是拔车钥匙

的事儿。倘如此，就有“避重就轻”之

嫌，恐难收到好的效果。

过往的经验表明，工地扬尘污

染也好、生产排污也罢，治理难度

大，收效不理想。都说治污要动真碰

硬，工地扬尘、企业排污恰恰就是那

个“硬”。而且，治理大气污染需要长

效机制，抓住根本，久久为功。吃柿

子当然要捡软的，但工作中也这样

就走不出“边治理边污染”的怪圈。

其实，我们并不反对在必要时

限行，但这终究只是治污的一环。在

这场蓝天白云的保卫战中，可以扬

汤止沸，更应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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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海南省水务厅原厅长

李洪波涉嫌受贿出庭受审时称，

因老父亲重病做手术急需用钱，

他才让古某某送15万元过来。(据
中国新闻网)

点评：为父治病，无奈索贿？

新闻：订餐APP将外卖餐饮

延伸到大学。调查显示，北京18所
知名高校至少有8所出台了不允

许外卖送餐到校园内的规定。(据
《北京青年报》)

点评：拒绝竞争只能让学校

食堂变差。

新闻：广东吴川市覃巴镇委

书记杨金胜被网上实名举报坐拥

上亿元资产。对此，杨金胜称这是

其父留下来的。(据人民网)
点评：组织不清楚杨书记身

家多少是问题所在。

新闻：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

长陈明宪写忏悔书，大篇幅宣称

自己“兢兢业业、日夜操劳，一心

扑在事业上”。(据新华网)
点评：贪腐路上没有“功过相

抵”。

你说吧

道路一半给公交
难实现但可借鉴

《生活日报》23日07版《经十

路拿出一半给公交、台湾专家这

建议你咋看？》读后感觉很好。城

市发展公交先行，“经十路拿出一

半给公交”应该是发展公共交通

的一项好建议，有望对缓解泉城

交通拥堵现象和建设绿色环保城

市发挥良好作用，作为市民，我为

其点赞！ ——— 读者 刘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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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专家给建议
不妨为其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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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日报》23日10版《杂物

堵塞下水道，多辆车被淹》，这事

儿固然与落叶、塑料袋等堵塞了

附近下水道有关，但我觉得该地

段本来“先天不足”，道路坑洼不

平，应当尽快把路修好，防止车辆

再次被淹。——— 读者 亓学泉

下小雨现积水点
别怪堵了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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