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谈税，是谈到点上了

今年两会有关税的话题特别
多，燃油税上调是否太任性，个税
起征点应不应该提高，房地产税何
时出台，以及“税收法定”的原则怎
么落实等话题都引起了舆论共振。
大家都关心税收是个好事，这既有
助于推动税收体制改革，也能加强
人大对政府的监督。

尽管在税收体制改革方面各

方观点不尽一致，但是在两会上聚
焦税收，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我们
都知道，人大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
监督政府，其中包括对政府的法律
监督、人事监督和工作监督。谈论人
大对政府的工作监督，必然要涉及到
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而预算
收入的主要来源则是税收。因此，人
大代表要做到尽职尽责，不能不关心
税收的问题，人大强化监督职责的一
个重要抓手，就是通过对税收的调整
抓紧政府的“钱袋子”。只要人大抓
住了税收方面的权力，政府有权也
很难任性，而纳税人的权利也会得
到更好的保护。

两会的代表委员这几年自觉

地把税收问题当成国家大事来讨
论，让民众看到了“中国式民主”的
不断进步，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专
业素质不断提高，发言说到了点
上，也说到了民众心里。代表委员
之所以特别关心税收问题，恰恰也
反映了当前民众对税收的意见，因
为民众普遍关心，代表委员才能把
这些意见带到两会。此前燃油税刚
刚完成“三级跳”，民众对此有很多
不解，引发很多争论。所以，两会刚
一开幕就引爆了这个话题，不仅使
民情民意直达两会，也唤醒了更多
人的纳税人意识。民众已经认识
到，很多“公款”并非与己无关，而
是紧密关联着自己的钱包。因此，

他们也就更加关注两会，尤其是两
会对税收问题的讨论。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民众的
意愿就是改革的最大动力。这几
年，民众的“税感”日趋敏锐，两会
上关于税收的议题也不断增多，两
会内外的不断互动最终推动了社
会共识的形成，那就是税不能想征
就征了，税收的权力必须回归全国
人大。已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立
法法草案，明确规定了“税收法定”
原则，“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
收管理的基本制度”要通过制定法
律确定。如果没有两会对税收讨论
的持续升温，深化改革的这一步也
许不会如此有力。

人大代表要做到尽职尽责，不能不关心税收的问题，人大强化监督职

责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通过对税收的调整抓紧政府的“钱袋子”。

□王洪宇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已经
提交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审议，
这是十二届全国人大成立两
年来第一次在代表大会层面
审议一部法律草案。本次立法
法修正案草案中的亮点之一，
就是将市级层面享有地方立
法权的主体从过去的49个较大
的市扩大至全部284个设区的
市。

目前立法法规定的“较大
的市”的立法权，是伴随着几
次地方组织法的修改及立法
法的制定逐步形成的。1 9 8 4

年至1993年，国务院根据地方
组织法的规定，分四次批准了
19个设区的市享有较大的市地
方立法权。目前，在全国284个
设区的市中，享有地方性法规
制定权的有49个，包括27个省
会市、18个经国务院批准的较
大的市（其中，重庆市在1997年
经全国人大批准为直辖市）以
及4个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自
1993年以来，有很多城市多次
提出成为较大的市的申请，例
如温州市政府及有关人大代
表从1987年开始先后二十余次
向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等部门
提出申请，希望获得地方立法
权。此外，福建泉州、江苏南通
和广东佛山等城市也一直积
极申请成为较大的市。然而，
自1993年国务院批准江苏苏
州、徐州成为“较大的市”之
后，批准工作随即进入停滞状
态。近些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出议案、
建议和提案 ,要求增加具有地
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数量 ,

不少设区的市也提出赋予其
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要求。

此次通过修改立法法，赋
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对
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规范地方立法权力，
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赋予
设区的市立法权，有利于在中
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
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地方
有权制定出更加适合区域特
色的治理方案，打破全国“一
刀切”的立法格局。在我国的
行政架构中，设区的市是比较
特殊的一级。很多设区的市都
有几百万人口，几千甚至上万
平方公里面积，体量上相当于
中小国家。同时，城市与城市
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各市
之间的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
化基础、经济结构和产业基础
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经
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繁荣，地方自主管理事务的范
围越来越广泛，城市面临的许
多问题都迫切需要用法律来
规范。立法法修改后，可使有
关地方对相应地方事务进行
更具针对性、更及时的法律规
范和法律调整，有利于促进地
方改革深入发展。例如，对于
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困扰城
市发展的突出问题，各地可以
在遵循上位法的原则下，作出
更有针对性的地方规定。

另一方面，赋予设区的市
立法权的同时，可以通过立法
法中的备案审查等立法监督
制度，依法规范地方行使立法
权力，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和
权威。虽然现行立法法并未赋
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但在
现实生活中，每个市的政府都
制定了大量规范性文件，且在
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普遍约束
力。“较大的市”批准工作停滞
的这22年间是我国飞速发展的
黄金时期，法律的滞后甚至缺
失与改革的不断推进形成了
鲜明对比，尤其是在城市建设
和管理方面，立法需求更是大
幅度增加。相当一部分规模较
大、发展水平较高、民主法制建
设较先进的城市没有地方立法
权，同时经济社会管理的现实
需要却激发了它们迫切的立法
需求。由于没有地方立法权，许
多城市都只能以“红头文件”的
形式出台相应规定，一些地方
政府想方设法寻找法律漏洞、
钻法律空子，甚至干脆突破法
律限制自行其是。

因此，扩大地方立法权，
另一方面的意义就在于将原
本“法外”行使的权力纳入规
范的轨道，通过对地方立法行
为的限制和规范，达到维护法
律统一的目的，解决现实发展
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这一思
路，可以说和通过预算法修
改，赋予地方政府依法举措债
务的权力，有“开正路、堵偏
门”的异曲同工之妙。

（作者为法律工作者）

地方立法“扩权”约束法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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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不止于“多录取”

“首都高校外迁请别忘了河南”———
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继续为河南学子呼
喊，并请现场媒体给教育部捎话，鞠躬恳
请教育部让更多河南孩子获得公平受教
育的机会。（3月9日《大河报》）

对于河南等高分数地区考生个体而
言，录取的确是不公平的，但是，单纯因
为考生基数大、高分考生多而提升某地
的录取比例，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教育公平。谈论教育公平应跳出个体和
区域视角，以更具大局观的角度全面审
视这一问题，单纯依人口而论的所谓教
育公平制度，未必切实可行。（侯坤）

这并不只是录取比例的问题，而是
无数的外地考生，成为不公平的户籍制
度的受害者。实现教育公平，归根到底，
寄希望于户籍制度的改革。逐步剥离附
加在户口上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
待遇、生活福利以及社会保障权益等功
能，降低户籍“含金量”，还户口以公平的
本义，才是最有效的调控手段。（钱夙伟）

药价畸高只因“成分”复杂

“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
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在广西代
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
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一语惊人。（3

月9日《中国青年报》）
医改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降低药

价和控制医院成本支出上。减少药品流
通环节，规范医生开处方行为，是减轻看
病贵难题的前提。诊疗费用应该科学规
范，应该按照“大病大费用，小病小费用”
的原则合理设置，杜绝药品暴利。（池墨）

药品价格这么高，医院（医生）、医药
代表、药品生产商之间潜在的“权力-金
钱”链条，自然“劳苦功高”。要想根治药
价虚高，必须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要全
程公开“药价成分”，压低采购标的额，面
向社会，广而告之，真正让质优价廉的药
品占领市场。（王文武）

“我问你答”应成互动常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四川团全体
审议预算报告，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
团董事长刘永好刚讲到发言题目，总理
就打断了他。总理说：“永好，你的报告我
全看了，我问你一些问题，我们来互动。”

（3月9日《南方都市报》）
务实才是硬道理。会议讨论，需要的

是相互之间都有真知灼见，敢于将自己
的观点与对方碰撞。从会风的角度看，这
就要求将所有属于空话、套话、大话的东
西都拒之门外，只留下“干货”。“你问我
答”的互动成为一种常态，是人们的期
待。（陈家沛）

其实，打断念稿已成为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的“习惯动作”。一个真正务实
高效的会议，不仅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会
议，更是一个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会议。
代表要反映的是基层的声音、百姓关切
的问题，要避免的是长篇累牍讲“套话”，
能不读稿就不读稿，空出更多时间用来
互动，岂不是更好？(黄春景)

葛众议

葛两会评中评

“你知道我们每年的税负
多少吗？油企能留下多少用于
自身再发展？”——— 针对油企是
否亏损的问题，来自石化领域
的全国人大代表苑少军，用这
样一句话，“回击”提出这一问
题的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法
律界人士朱列玉。

按照法律规定，在人大会
议期间，各位代表之间应是平
等的，没有职业、职务等的区
分。一个地方的问题，实际上是
公共议题。一些代表委员因为
职位关系，平常对这些重大问
题了解的信息更多，那么两会
期间更应该知无不言，尽可能
和其他代表以及媒体坦诚交
流。

两会期间，当媒体介绍某
个代表、委员时，往往先注明

“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
委员”，然后才是他的社会职
务。这一细节正说明，在两会期

间，代表的身份高于一切，代
表们来参会首先要考虑的是
人民利益，而不是某个部门的
利益。如果在两会期间，还忘
不了代表之外的官员身份，还
想着对本部门、本地区的问题
遮遮掩掩，显然不是积极的议
政态度。（摘自《新京报》，作者
敬一山）

“明星委员代表着什么？代
表着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我
希望大家更多地去关注我们担
任委员之后所做的事情。”———
在“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
政协委员姚明在回答记者提问
后，也提出了对媒体的期待。

两会报道追星，从某种意
义上就和不懂足球的人看足
球，却只看到队员受伤一样，因
为他们只看得懂后者。追星，因
为明星好看而且浅显，就像八

卦似的，没什么人不能理解，因
此受众更广。这样的报道也好
写，至少在没弄懂报道实质时，
这样的肤浅可以藏拙。

严肃报道、严肃话题的娱
乐化，往浅了说，是因为不专
业、不懂行，往深了说，是缺少
敬畏，可能就是因为无知所以
才无畏。没了敬畏也就多了轻
慢，比如抗日神剧、雷人剧的出
现，都是以复原历史的名义无
视甚至轻慢那段沉重的历史，
不夸张地说，被轻慢的其实是
整个中华民族。就算社会再宽
松，文化再多元化，这种轻慢也
是可怕的，它不是文化多元的
正解，而是直接影响了整个生
活的规范和精神质地的轻浮把
戏。（摘自《北京晨报》，作者佟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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