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9月1日开始，广州将
试点实施公共机构以及100个
样板小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主要在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和宣传发动四个方面设
立了标准。恰巧是在两年前的9
月1日，《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规定》正式生效，但两年的
时间并未给当地生活垃圾分类
带来明显的改观。

或许正是吸取了执行难、
监管难的教训，这一次广州采
取了试点的形式，缩小了范围
以便于管理。如果样板区取得
成功，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推广
应该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不过，
在公共机构和小区进行试点，
重心仍然集中于垃圾的收集
端，至于处理端能否有效“消
化”分类后的垃圾，那就是另外

的问题了。垃圾的收集、运输、
处理是完整的链条，如果一个
环节出了问题，垃圾分类的作
用都会大打折扣。

近些年来，和广州一样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很
多，但效果始终不理想，从应
对举措来看，很多地方把工
作 重 点 放 在 了 垃 圾 收 集 环
节。所以我们看到，不同颜色
或印有不同标识的各类垃圾
箱，不断地被安放在居民小区
或其他公共场所之内，相关的
宣传也相伴而来。不过，一方面
是积习难改，另一方面则是出
于对垃圾分类效果的怀疑，实
现分类收集难度很大。从以
往的报道来看，不少居民把
分类投放垃圾视作无意义的
麻烦，因为分类收集的垃圾

常常在运输阶段就混在了一
起，遑论最终的分类处理了。

这一次，广州以试点的
方 式 推 行 生 活 垃 圾 强 制 分
类，加强了日常监督，应该说
在收集以及运输环节为垃圾
分 类 处 理 打 下 了 较 好 的 基
础。但从目前的分类标准来
看，就算分类收集得以实现，
也只不过把“破烂王”的工作
转交给了普通居民。至于这
些分类收集之后的垃圾，最
终是否进行了分类、无害化
处理，并没有清晰的答案。事
实上，分类处理才是最大瓶
颈，诚如中国城市建设研究
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所说，“目
前，内地没有一个城市或地
区 能 够 给 出 可 回 收 垃 圾 数
量、种类以及回收利用的去

向等明确的数据。”
由此看来，破解垃圾分类

难，不仅仅要从收集端入手，更
要把与垃圾相关的整个链条纳
入视野。以强制手段促进生活
习惯的养成固然重要，但更不
能忽视垃圾“出口”的建设完
善。应该明确的是，垃圾分类只
是手段，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
它的最终目的是优化环境，减
少生活垃圾带给人的毒害。对
城市的管理者而言，最要紧的
就是考虑问题的整体思维，从
顶层设计的角度来解决关键环
节上的问题。就目前来看，加大
对垃圾处理终端的投入，为垃
圾处理企业的运营和垃圾处理
技术的提升创造便利，远比在
居民小区和公共机构推动垃圾
分类更加要紧。

推行垃圾分类，重“入口”更要重“出口”

国企“混改”须引入公开透明机制

□吴学安

中国联通日前发布公告
显示，计划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780亿元人民币。包括百度、阿
里巴巴、腾讯、京东等四大互
联网企业将投资中国联通，同
时向核心员工首期授予不超
过约8 . 48亿股限制性股票。昨
日，刚刚披露了混合所有制改
革方案相关内容的中国联通，
紧急撤下了3份公告。此举激
起了人们对国企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热议。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三十六次会议明确，今年
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
制改制工作，并审议通过《中央
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
案》。目前，央企公司制改制、混
改、重组三方面改革均明确了
时间表。展望下半年，随着公司
制改制完成，央企整体上市将
成重头戏；央企集团混改方案
三季度或迎密集亮相窗口期。

“央企公司制改制进入最后一

公里，任务艰巨，国资委与改制
企业，都要下很大力气。”中国
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对记
者表示，2017年，改制不仅在形
式上收尾，更重要的是做实董
事会，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不能
翻了牌就完事。

虽说，国内经济改革的实
践证明，国企、民企融合的混
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减少政府
干预、完善公司治理、激发企
业发展活力，但从操作层面
看，在混改过程中确实可能引
发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一些专
家认为，应对国企改革的公平
性保持警惕，希望混合所有制
改革不要变成富人的盛宴。否
则，势必引起强烈的社会情绪
和矛盾。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追
求效率自是重点。目前各地都
举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旗，
但发展混合所有制，将涉及大
量国有资产、股权的出售，需
要对国资重新进行评估、定
价。一方面，对国企的品牌、技
术、市场地位等无形资产评估
困难，中介机构不规范易导致
国有资产低估，员工持股分配

比例难以确定等等，各种可能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因素的
存在，让混合所有制改革尚处
在酝酿阶段；另一方面，如果
没有公开透明的评估定价机
制，只是关起门来小范围引进
战略投资者，而不是公开竞价
竞争，那么，一些国有资产的
评估定价很可能被相关利益
方所控制，造成国有资产的低
估、贱卖，沦为个别富人的盛
宴，甚至会因为利益的交集而
产生腐败。对此，社会各界必
须始终保持警惕，维持反腐的
高压态势，避免国有资产成为
假借混革自肥者的美餐。

发展混合所有制作为规
范国企治理结构、增强国企发
展动力的重要举措，已经成为
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但
长期以来，由于在国企改制过
程中缺乏监管力度，缺乏公
开、透明的机制，国企改制猫
腻多多。不少国企高管打着改
制的旗号，在改制过程中以

“移花接木”“暗渡陈仓”等非
法手段，把巨额国有资产偷偷
占为己有，造成国有资产的贬
值和流失，有的甚至以“零资

产”“负资产”的形式来“空手
套白狼”，个别改制接盘者

“一夜暴富”，不少职工却被
下岗分流。对此，经济学家华
生建议，混合所有制改革也
要给普通民众参与的机会。
门槛只针对少数有资本实力
的大民企，肯定是不公平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平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某
些时候，如果缺少了公平，效
率甚至就大打折扣或无从谈
起。这一点于国企改革更为
明显。尽管国企改革的出发
点是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公平的基础做
后盾，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稳定，改革就会寸
步难行，已经积累的改革共
识就会荡然无存，国企的效
率问题就根本无从谈起。如
果国企改革仅仅局限在富人
和权力之间的博弈，而把普
通民众排除在外，不仅仅难
以保证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公
开公正和透明，而且会进一
步加剧贫富分化，为社会经
济向现代化的转型留下更为
难以克服的困难。

街头统一牌匾，这手伸得太长了

爆爆料料人人被被迫迫搬搬家家

执执法法部部门门别别旁旁观观

□马涤明

“南京猥亵女童案”引发
了惊人的网络暴力——— 爆料
人陈岚频遭网络与电话骚扰，
甚至收到数以千计的死亡威
胁。为此，她不得不提高风险
防范级别，打算搬家。

一些问题人员通过群、吧
形成某些带有“组织”性质的
团伙，抱团作恶。围攻陈岚的
这伙人员，看上去组织有序，
不仅人肉出了陈岚的家庭住
址等私人信息在网上发布，还
连续几十个小时对陈岚电话
进行骚扰，发送死亡威胁短
信；并且，微博下面有一些24小
时不停“作业”的刷屏者相互
配合，语言围攻显现出“节奏
性”……这有点像“网络黑社
会”了吧？

曾几何时，“咸猪手族”
“顶族”之类的臭味相投者居
然也在网上玩起“圈层社交”，
在一些“兴趣小组”的群、吧之
中赤裸相对，全没有“无耻”

“邪恶”“卑劣”的概念。叫人担
心，如此下去，现实中分散的
邪恶会通过这种网络“组织”
放大，在罪恶之路上越走越
远。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恋童
癖群”“顶族群”“咸猪手群”，说
不定还有“小偷群”，甚至“兴趣
相投”的暴力犯罪分子活动的
QQ群、微信群，他们正在以黑
话、内部交流方式避开网络监
管，交流“经验”图谋不轨。对此，
有关部门必须要提高警惕。

公益爆料人陈岚以及更多
的“陈岚们”，应受到国家的保
护。常言说“邪不压正”，如果陈
岚真的被“网络黑社会”逼得搬
家，正义人士惶恐不安，而邪恶
分子却可以嚣张到24小时不停
地在网上刷屏围攻、威胁，不停
地骚扰爆料人手机，那岂不是

“邪恶压正”了？
陈岚已经报警，相信她会

等来一个公正的结果。但我认
为，除了依法处理威胁爆料
人、泄露其个人信息的违法人
员，对网上那些涉嫌违法的各
种群、吧也应给予足够重视并
严加监管，同时鼓励媒体曝光
和网友举报，以防止网上各种
的抱团作恶继续做大。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新城区海东路街头出
现了一批令人啼笑皆非的牌
匾。这些牌匾按照统一格式制
作，不仅色调和尺寸相近，而
且还都附加了蒙古文和英文
翻译，遗憾的是译文谬误百
出，闹了很多笑话。在媒体对
此作了报道之后，当地有关部
门出面解释，统一牌匾是政府
项目，无需商家缴纳任何费
用，对有关文字错误将做整
改。

在有关部门看来，统一牌
匾是利民的好事，只是一时失
误添了点麻烦。但是，此事暴
露的问题并不只是几处文字
错误，更有政府管制思维引发

的城市“洁癖”。现在需要反思
的是，政府用公款给商家换牌
匾，手是否伸得太长了。

对于门店牌匾和户外广
告，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相应的
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只要内容
不违法，尺寸不超标，牌匾怎
么设计完全是商家自己的事。
牌匾是门店的脸面，也能体现
商家的理念和创意，很多商家
都有自己沿用已久的牌匾。这
些“金字招牌”已经融入企业
文化之中，成为企业无形资
产。现在，有关部门以一刀切
的方式统一更换牌匾，虽然不
收取任何费用，但是在实际上
取缔了商家独有的牌匾。在法
治社会，任何政府行为都应该
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不知
呼和浩特市有关部门在统一
牌匾之前有没有仔细查看自
己的权力清单，统一更换商家
牌匾的权力究竟来自哪里。

呼和浩特市有关部门统
一牌匾的初衷应该是为了让
城市街景更整齐。不可否认，
有些地方的门店牌匾和户外
广告在管理上有失控之处，不
仅形成了视觉污染，还严重威
胁到市民出行安全。但是，这
种统一必须以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为前提，必须确保商
家的正当权利不被侵犯。

商家悬挂牌匾和标识的
重要目的就是便于客户识别，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在制
作时非常讲究色彩的运用和字
体的设计，比如可口可乐常用
红色，而百事可乐常用蓝色，麦
当劳以金色M形标志招揽顾
客，肯德基则以和蔼的老人头
像深入人心。马路上千姿百态
的牌匾和标识恰恰反映了市
场的繁荣和竞争以及市民生
活的多姿多彩。而一些城市管
理部门却对这种参差之态不

以为然，他们更喜欢看到那种
色调风格整齐划一的街景，这
种“洁癖”心态严重到一定程
度，就是想把商家和市民的一
切都管起来。经常让消费者走
错门店的统一牌匾，在满足城
市管理者特殊审美需求的同
时，也以霸道的方式让商家感
受到了权力的为所欲为。在这
样的营商环境中，商家连自己
的“牌子”都创不出来，还能奢
望在这个城市得到大发展吗？

值得警惕的是，像呼和
浩特这样统一牌匾的城市并
不少。政府积极为市民创造
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固然值
得点赞，但是绝不能把公权
力的手伸到商家和市民的

“私域”里。否则，不仅不能利
民，反而扰民。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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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垃圾分类难，不仅仅
要从收集端入手，更要把与垃
圾相关的整个链条纳入视野。
以强制手段促进生活习惯的养
成固然重要，但更不能忽视垃
圾“出口”的建设完善。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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