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气质”改善得益于压力够大

日前，环保部发布了3月份及一
季度全国74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排
名。这个榜单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城
市感到压力巨大。连续数月全国垫
底的保定已经坐不住了。在当地召
开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动员大
会上，市委书记聂瑞平认为，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关乎保定命运，要坚
决捍卫保定的形象和尊严。主要官
员有这样的态度，城市治污一定能
见实效。

环保部发布主要城市空气质量
状况排名，并非治污新举措，它对相
关城市形成的压力却是越来越大，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央对环保越来

越重视，由此重塑了地方官员的政
绩观。之前，一些地方官员不把环保
问题放在心上，潜意识里认为污染
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政绩
漂亮就可以“一白遮百丑”。现在，不
少城市的主政官员已经感受到了从
中央到地方的政绩考核评价标准正
在发生变化，污染问题不仅关系到城
市的形象，还影响到自己的前程。自
去年年底以来，全国有多位市长已
被环保部约谈，他们面对媒体时也
大多“心情沉重”。保定现在如此大
张旗鼓，或许也与此压力有关。

新环保法强化了地方政府对本
地区环境质量的责任，并明确提出
了“按期达标”要求，同时也赋予了
环保部门更大的执法权力。放权其
实就是加压。把环保与地方主要官
员的政绩甚至政治生命挂在一起，
事实证明效果明显。从城市空气质

量状况排名的不断变化也能看出，
各城市都不甘人后，而竞争的结果
是一季度空气质量整体好转，以山
东为例，17城市同比均有改善。

以问责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施压
解决污染问题已经显现效果，但是
这种方式能否在其他领域成功复制
仍有疑问，比如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与空气质量排名类似，一些机构已
经利用大数据分析推出了城市拥堵
排名，但是并没有得到地方官员的
重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非
官方的排名几乎不影响政绩。现在
很多中小城市也成了“堵城”，已经
严重影响到市民的正常生活，却很
少有官员把它上升到城市“形象和
尊严”的高度。

交通问题需要因地制宜，一城
一策，应当由地方完善治理解决的
问题，都推到中央层面来施压也不

现实。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于，民意往
往很难对官员形成实质性的压力。
另外，在治堵问题上，政府和民众的
看法本来就有很大差距，不像治理
大气污染那样容易“上下一心”。于
是，不能影响官员政绩和政治生命
的民意在决策中经常被有意或无意
地忽视掉。要让民众关切的民生问
题迅速得到改善，就必须把民意有
效地传递给地方官员。根据现行的
制度设计，地方人大在汇集民意民
智方面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也负有
监督政府的法定职责。如果地方人
大也能像环保部那样时常约谈地方
官员，让他们也感到“心情沉重”，很
多看似无解的问题一定也能像治理
大气污染那样迅速改善。“井无压力
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官员面
对的压力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还
应该有自下而上的。

要让民众关切的民生问题迅速得到改善，就必须把民意有效地传递给地方官员。官员面对的压力不能

只是自上而下的，还应该有自下而上的。

□熊丙奇

近日山东省高考加分和夏季高
考使用全国卷政策解读会传出消息，
2015年高考的加分政策将作出调整，5

类全国性鼓励性加分项目将取消，5

类扶持性加分项目保留，另外山东省
高考自2015年起部分科目逐步开始使
用全国卷，预计到2018年所有高考科
目都将使用全国卷。

山东使用全国卷，是贯彻、落实
国家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 该
意见提出，要增加使用全国卷的省
区。对于恢复全国统一试卷，网络调
查显示，有80%网友表示支持，认为这
有利于扩大高考公平。而其实，在目
前的高考录取制度之下，恢复使用全
国统一试卷，并不能缩小各地的高考
录取差距，因为各省还是按分省计划
进行录取，考生还是和本省内的学生
进行竞争。更进一步说，使用全国卷
只是把原来各省的高考录取不公平
呈现出来——— 在统一试卷下，各地由
于录取计划和教育质量不同，会有很
大的录取分数线差异。

面对全国卷下不同的录取分数，
网友期待使用全国统一卷能倒逼高
考改革——— 不能任由差距醒目地存
在。其中一条思路是，实行全国统一划
线录取，这看似很公平，但是根本不可
操作，因为我国存在很大的地区教育
差距，实行同一条分数线，会让教育薄
弱地区更少学生进重点大学。另外，为
了考出更高的分数，学生会在全国范
围内择校，会出现全国超级中学，整
个应试教育会更为严重。

事实上，在我国目前实行全国卷
的地区，高考录取的分数差异就很
大，而录取分数低的省市，所做的一
项工作是防止高考移民。面对这种情

况，那种设想实行全国卷，可以打通
异地高考障碍的想法根本不可行，学
生可能在发达地区接受教育，回本省
录取吗？

要让全国卷促进高考公平，唯一
的办法是打破现在的分省按计划录
取制度，推进招考分离，实行基于全
国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这一模
式的具体操作是，学生在全国任何地
区自由报名高考，以统一成绩去申请
大学，大学独立进行评价、录取，在评
价时考虑学生求学的地区教育环境
差异，这就让目前的按户籍报考变为
自由高考，异地高考问题得到根本化
解，学生的选择权增加，大学实行充
分的自主招生。

对于招考分离，舆论普遍担心这
会制造新的不公平，高校滥用招生自
主权，滋生招生腐败。对此，应有理性
思考。首先，招考分离从制度构建上，
就比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公平，而且
打破单一分数评价标准，建立多元评
价体系，引导基础教育走出应试教
育；其次，针对自主招生可能出现的
招生潜规则，政府部门可以要求高校
公开详细的招生信息，包括为每一名
学生出具招生报告，进行监督。同时，
推进高校进行内部治理改革，建立独
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标
准，并监督职能部门落实。招考分离
是改革的方向，不能因担心出现问题
而不改革，要以改革的思维去面对改
革中的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招考分离是把
选择学校的权利交给学生——— 学
生和学校双向选择，一名学生可以
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
面对学生的选择，大学必须转变办
学理念，对学生负责，提高教育质
量、教育服务，以良好的教育声誉
吸引学生。这无疑带动整个教育的
全面变革。（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

换成全国卷，仍是内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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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鹏

显然股市的任性并非“万能”
的中国大妈们所能预料的。

上周末，证监会和央行接连做
出重大政策调整，先是证监会出手
规范融资融券业务并扩大融券业
务，后又发声明否认有打压股市的
意图，最后是央行发布降准利好。
股民们用了整个周末的时间，苦心
钻研兼听各家分析，最终得出了比
较一致的预判：周一股市会高开高
走。然而，多数股民只猜到了故事
的开头，却猜不到结局。

4月20日，股市放出成交天量，
沪市成交突破万亿元之后数据“爆
表”，收盘后上交所数据显示沪市
成交达1 . 147万亿，创出历史新高。
成交量“爆表”意
味着已经超出了
当年市场设计者
想象力的极限。
但上证指数在大
涨并创下7年多
新高后，一路大
幅下跌，让盘中
追高的股民损失
不小。

当关于股市
的 段 子 越 来 越
多，卖菜大妈、食
堂师傅和证券交
易所保安都在讨
论研究股票时，
股市已不再是曾
经的“大明湖畔
的夏雨荷”了。

媒体开始替
股民忧心股市的
风险。

“ 政 策 频
出、各路消息传
言不断、市场惨
烈搏杀，股市已
进入多事之秋。
股市成 交 量 爆
表，既表明市场
红火，也说明博
弈 的 激 烈 程 度
空前。市场越是
火爆，投资者就越需要保持一份
冷静。”《北京青年报》的劝说可
谓是苦口婆心。

眼下股市的火爆让《新民晚
报》想起2007年的情景，“看看证券
公司排队开户的场面和2007年几
乎一模一样。只是当年没有微信，
如今微信里人们在照片上加了一
句更煽情的话——— 人生最大的悲
哀，莫过于别人都在股市赚疯了，
你却还在排队开户。”

还是《北京青年报》的分析，
“管理层的意图是明确的，乐见一
头健康的‘改革牛’，希望‘快牛’走
成‘慢牛’，避免暴涨暴跌局面的出
现。尊重市场，包容目前的牛市走
势，不等于可以对市场中的一些不
正常现象听之任之，不意味着可以
对操纵市场等违法乱纪行为抱宽
容态度。”

《新华每日电讯》则在探讨股
市与整个经济状况的关系，“一方
面是股市行情的牛气逼人，另一方

面却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这充
分说明股市的钱并没有完全流入实
体领域，也没有成为助推经济增长
的基础，而存在参与面扩大下的‘资
本炒作’。要引导股市里的钱进入实
体领域，并成为财富的增长点，还
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与促进。”

“对于证监会加快推出风险管
理工具和央行降准，最恰当的看法
是表明了决策层对股市的中性态
度。”《京华时报》抛开技术层面的
分析，观点奔向了改革的红利上，

“一个只靠政策面左右、靠不愿意
进入实体经济的巨额资金支撑的
股市，永远找不到价值中枢。只有
实体经济回暖、包括股市制度在内
的各项改革红利显现，股市才会具
备长期‘牛’的条件。”

如果想让一
个 经 济 学 家 尴
尬，最简单的办
法就是让他去预
测中国股市。《新
京报》看到了“中
国股市的这种反
常表现，超乎绝
大多数经济学家
的想象，也很难
用正常的经济学
逻辑解释。”

为什么实体
经济很差股市却
逆势飞扬？中欧
陆家嘴国际金融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于 卫 国 的 一 篇
文章认为，这是
国家战略，他认
为：“股市，从来
没 有 被 中 国 政
府 提 高 到 如 此
的战略高度。国
企 改 革 、推 行
I P O注册制、降
低企业杠杆率、
提 高 居 民 财 富
收入、经济转型
等等，这些战略
任 务 的实施都
需 要 一 个 繁 荣

的资本市场做基础。”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我们需

要的是真正强大的资本市场，而不
是一个缺乏制度基础、缺乏上市公
司业绩和实体经济支撑的人造的
虚幻的海市蜃楼。一个资本大国，其
风采不仅表现在指数的飞涨和财富
效应的聚集，更主要的是，这种指数
的上涨建立在一个有效的监管制度
和成熟的投资者队伍，以及宏观经
济好的基本面之上。”《新京报》把评
论放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中，“必须承
认，不管股指如何，中国资本市场
本质上仍然属于新兴市场。我们只
能靠扎扎实实的制度建设，缩小和
发达资本市场的差距。”

而对普通股民而言，防范风险
永远是永恒主题。正如黑格尔所
言：“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人们从
来都不知道汲取历史的教训。”

股市风云

近期股指在不断突
破前期高点的同时，也在
考验着股民的心理承受
能力。消息面的反复、沪
市成交量的爆表、以“神
车”为代表的个股的大起
大落，都让大妈们的心悬
到了嗓子眼。股市无法阻
止的已不只中国大妈，新
增A股开户数屡创新高、
约 1 亿 中 国 人 成 为 股
民……热情的国人似乎
没有让牛停歇的意思。到
底是“地球顶”，还是“牛
市的开端”，身在其中的
人似乎已很难做出清晰
的判断。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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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银联”垄断

只是开始

□谭浩俊

《国务院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
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22日正式发
布。这也意味着，银联一家独大的
银行卡清算市场将宣告结束。

我国是一个银行卡消费大
国，市场潜力巨大。如果银行卡清
算市场长期被一家独占，显然不
利于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建设。
打破银联一家独大的格局，是银
行卡清算市场发展和金融改革的
必然结果。需要把握好的是，由于
我国在制度建设、市场规范、信息
安全以及从业者行为约束等方面
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因此，如何

确保市场开放以后不出现新的问
题、带来新的隐患，也是需要做好
充分准备的。

不管怎么说，能够将银行卡清
算市场放开，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
突破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
断完善，垄断带来的问题也是越来
越多。特别是金融垄断，已经成为
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如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是金融
业垄断的直接后果。所以，打破垄
断已成为金融领域最为重要也最
为紧迫的问题。

希望从打破银联垄断开始，金
融业能够真正掀起一场自我革命
的浪潮，改革现有的金融格局，打
开垄断之门，让更多的非国有资本
进入到金融领域，形成更加有序、
更加规范的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
更加有力的支持。

葛公民论坛

大家谈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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