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
多个乡镇，不少小学生饱受了
寒冷之苦。起因是当地“煤改
电”改造工作尚未完工，一些乡
村小学的燃煤炉子已经拆除，
电暖设备却没能及时安装完
备。记者观察发现，学生们在教
室里要靠暖手宝取暖，实在冻
得受不了，老师就带着他们在
操场跑步取暖。

在北方地区，冬季取暖
是民生大事，曲阳县这些乡
村小学的场景，实在让人不
忍直视。作为环保改造的一
部分，“煤改电”是必要的，这
同样也是惠及民生的大事，
但这项工作的安排推进，始
终不能偏离基层群众的基本
需求。有了具体的改造时间
表，那就严格按照计划推进
工作，如果时间紧迫条件不
允许，也别牺牲民众利益硬
上。到底是“以人为中心”还

是以达成政绩为中心，值得
相关部门深思。

如果当地相关部门认真
考虑过民众的冬季取暖需求，
推进“煤改电”工作并不必然
造成让小学生受冻的结果，之
所以会有今天人们看到的局
面，恰恰是工作安排不力导致
的。作为一项系统改造工程，

“煤改电”的流程是完备的，在
很多地方已经铺开了，曲阳当
地相关部门应该有能力把这项
工作做好。然而，在距离供暖日
仅剩一个月时，设备采购与安
装项目才刚刚开标。在被问及
改造工作未完成的原因时，当
地教育局也承认“工程开始得
比较晚”。换句话说，小学生受
冻的情况是可以预见的。

明明可以预见学生受冻的
情况，明明知道供暖季到来时
难以完工，却依然匆匆忙忙地
把乡村小学的燃煤炉子拆除

了，这只能说明在当地相关部
门眼里，有些事情比小学生冬
季取暖更加重要。按照当地一
位小学校长所说，学校采暖进
行“煤改电”是按照上级部门的
要求，他的说法与曲阳县统一
发布的招标公告相吻合。如此
看来，“煤改电”之所以匆忙上
马，恰恰是因为环保政策的执
行者把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放
在了第一位，使政绩需求凌驾
于民生诉求之上，没有考虑在
北方的冬天里，小学生如何在
没有取暖设备的屋子里上课。
如此冷冰冰地执行政策，恐怕
也会让人对政策本身的善意产
生怀疑。

推进“煤改电”等改造工
程，是为了优化生态环境，归
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为
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连
初心都忘记了，这还有什么

意义呢？把乡村小学里排放
超标的燃煤锅炉拆掉，换成
更清洁的电暖设备，这是利
国利民的好事。地方政府不
仅要积极落实，更要想方设法
把好事办好，而不是牺牲群众
的正当利益，引发民众对好政
策的误解甚至反感。如果确实
改造工作起步晚了，那就别硬
上，敢于为自己工作安排上的
失误负责，这也是地方决策
者应有的担当。

好在忍冻上课、跑步取暖
的局面很快就会发生改变。据
当地官方昨日回应，目前电力
部门正在施工，已有7所学校实
现临时供暖。舆情的反应速度，
终于换来了乡村小学教室的温
度，尽管这样的温度本该来得
更早一些。政策的执行者，不是
目标单一的、冷冰冰的机器，在
开展各项工作时，要让群众感
受到政策的温度。

决策若有温度，何须“跑步取暖”

昨日，西安市莲湖区政府
网站发文称，莲湖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日前主持召开专题
会议，听取了一起交通事故处
置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对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
思。12月2日早晨，西安市莲湖
区西二环开远门桥发生涉及
38辆车的相撞事故，事故原因
系洒水车洒水导致路面结冰。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为
一起交通事故作“深刻反思”，
这个解决问题的姿态是必要
的，毕竟交通安全无小事，即
便只是一起车毁人不亡的事
故，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查明原因追究责任。遗憾的
是，“深刻反思”后的认识是大
而化之的，仅停留于“道路洒
水的规范作业、监督指导、责
任落实等方面做得还不到位、
不扎实”，并没有把事故责任
落实到部门和个人，因此群众
盼望的“严肃追责”不知何时
才能落地。

这起事故发生在城市交
通密集区域，应该不缺少目击
者和监控资料，追根溯源查清
事故原因和责任人也应该是
很容易的事。但是，事故发生
之后两三天的时间内，有关方
面都没能明确回答舆论提出
的“38车相撞谁之过”的问题。
有市民之前曾经向西安市城
管局投诉过“冬天洒水结冰”
的问题，而莲湖区城管局日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竟然不清
楚洒水车是哪个部门的，因为
洒水事项是城管和市政一起
负责的。事故发生之前，有关
部门懵懵懂懂也就罢了，事故
发生之后依然糊里糊涂，那就
让人无法接受了。

面对媒体的质疑，莲湖
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大
包大揽做“深刻反思”状，却
没有就事论事严肃追责，其
实 也 是 搪 塞 舆 论 的“ 障 眼
法”。集体反思，分摊压力，
一起完全可以问责到人的事
故就这样被扛过去了。事实
上被保护的责任人就很难再
有“深刻反思”，西安市民关
于道路洒水的投诉可能还要
循环往复下去。

关于冬天如何洒水，当地

是有规定的，“冬季气温达到
3℃以下时，要立即停止一切
形式的冲洒水作业”，而事故
当天的气温在-1℃左右为何
还在洒水，显然这个规定只贴
在了墙上，没有入脑入心。现
在，莲湖区又号召全区各部
门、各单位要汲取教训，举一
反三，全面开展秋冬季安全生
产大检查大整治工作。如果成
文的操作细则都不能严格落
实，这种空洞的动员能有多大
号召力可想而知。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
次。莲湖区真要汲取教训，
唯有用强力问责倒逼责任落
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才
有能真正避免市民年年投诉
都 终 结 不 了“ 冬 天 洒 水 结
冰”的尴尬。

集体“反思”，不如问责一人

近年来，中国的“合宪性
审查”制度铺开的速度之快、
力度之大，让很多人吃惊。宪
法也正借着最高立法机关的

“备案审查机制”，走出廊庙，
照进现实，进入具体的案件
场景中，成为公民能有更深
感知的根本大法。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
国，其次要有良法可依。但事实
上，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部门
立法”、地方立法任意“加码”

“放水”、以红头文件代替法律
等问题，这又导致国家法令不
统一、中央决策得不到贯彻、执
法受地方保护、部门利益掣肘，
以及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被

“打折扣”等严重问题。
为了防止“恶法”“劣法”出

笼伤人，就必须有相应的监督、
纠正机制。2000年颁布的《立法
法》就规定了全国人大以及其
常设、内设机构，对法规、规章
的“备案审查”制度。十八大以
来，中国的“备案审查”制度进
入发展快车道。十八届四中全
会提出，“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
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
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
文件”。十九大明确提出“推进
合宪性审查工作”，更是中国法
治史上的里程碑。

合宪性审查的中国路径已
经明晰。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
立法机关审查，而不是采取司
法审查或者“宪法法院”审查的
方式。就审查形式来说，目前最
高立法机关对法规、规章、司法
解释坚持逐件、逐条主动审查，
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
错必纠”。将来备案审查还将进
一步制度化、刚性运行，明确备
案范围，细化审查标准，强化制
度刚性，建立健全函询、约谈、
通报、纠正等工作机制。

最近最高立法机关启动的
几起“法规体检”，相关机制的启
动都是来自于普通民众，有的是
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相关司
法政策有悖法律，有的甚至是源
于普通大学研究生的来信。这说
明,未来合宪性审查的启动机制
与普通民众关切息息相关，让宪
法机制照进普通公民的生活。

（摘自《新京报》）

用合宪性审查
防止“恶法”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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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环保改造的一部分，
“煤改电”是必要的，这同样也
是惠及民生的大事，但这项工
作的安排推进，始终不能偏离
基层群众的基本需求。有了具
体的改造时间表，那就严格按
照计划推进工作，如果时间紧
迫条件不允许，也别牺牲民众
利益硬上。

评论员观察

免收押金应是信用社会建设目标

□谭浩俊

12月5日上午，中国消费者
协会在京召开共享单车企业公
开约谈会，就消费者普遍关心
的押金和预付金存管、车辆投
放与运维等问题约谈相关企
业。中消协要求，共享单车企业
要尽可能采取免收押金的方式
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

作为一种担保形式，押金
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确实
发挥了一定作用。尤其在企业
和个人信用意识都不是很强
的情况下，收取押金或许是一
种不错的选择，能够对企业和
个人的信用产生一定的约束
作用。但是，随着企业和个人
信用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信
用体系的逐步完善，押金这种
从设立之日起就以消费信用
为代价的担保方式，显然已经
不符合信用社会发展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押金的担保
作用是建立在合作双方地位
不平等、权利不平等基础之上
的，是缴纳押金一方放弃了自
己合法权利。也正因为缴受双

方权利不平等，因此，出现问
题的概率也更大，缴纳押金一
方受到利益伤害的情况也更
多。

押金存在的“合法性”已
成问题。一方面，市场经济是
信用经济，用押金方式维持合
作双方的信用，本身就是对社
会信用的伤害，是在损害社会
信用的基础，必须取消；另一
方面，合作双方地位不平等、
权利不平等的现象，也是对市
场经济规则的践踏。因为，市
场经济最讲究的就是公平和
平等，如果没有公平和平等，
还怎么建立有效的竞争关系、
合作关系呢？从这个角度来
讲，押金也是需要取消的。

近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
民间，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舆
论层面，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
际操作，也都对押金问题有了
比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免收
押金。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对
外发布的《关于鼓励和规范互
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
意见》就要求，各地统筹发展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同时鼓励
共享单车企业免押金提供服
务。今年8月交通运输部、住建

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微
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也提出鼓励用信用模式
替代押金管理，让信用良好的
优质用户享受到低押金、甚至
免押金的差别化服务。今年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
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分享经
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则明确
要求，“积极发挥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和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作用”、“积极引导
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监测、用
户双向评价、第三方认证、第
三方信用评级等手段和机制，
健全相关主体信用记录”。所
有这一切，都直指免收押金，
都把免收押金作为发展目标
和方向。

在操作层面，以芝麻信
用为代表的社会信用机构和
企业，也在为免收押金做出
积极探索，且取得了比较明
显的成效。今年11月，腾讯信
用分免押金骑摩拜单车在广
州推出。这也是继芝麻信用
后，全国第二个进入征信领
域的BAT公司。同月，被永
安行全资收购的哈罗单车宣

布加入芝麻信用免押计划，
在长沙、南京等十个城市开
通信用免押骑行服务。加上
摩拜和ofo，市场份额共计超
过90%的共享单车企业均已
进入“信用免押”阶段。而支
付宝正式宣布率先在国内8
个城市开通信用租房服务。
首批开通信用租房业务的有
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南
京、成都、西安、郑州。目前
已有超过100万家公寓(未包
括个人房源 )入驻信用租房
平台。天津图书馆则自免押
金借阅以来，办理借阅证的
市民人数是上年同期的2 . 7
倍。目前，全国已有15家图书
馆开通了免押金借阅服务。

在信用建设要求不断提
高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对押
金问题提出良好的解决办法，
任凭押金对信用产生伤害，是
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
也会对创业创新等产生不利
影响。免收押金，必须是信用
社会建设的一种目标，而且是
近期目标。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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