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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及时公开透明”该成常态

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在午夜。当
时，火光冲天、声震如雷，场面令人恐
怖。无论是在周边的，还是在网上的，
看到这一幕心中都有很多疑惑。事故
因何而起，人员有无伤亡，自己又能
为事故救援做些什么，种种问题都需
要权威的答复。遗憾的是，相关权威
信息的发布过于滞后，有关方面应当
深刻反思，究竟是应急机制有欠缺，
还是思维观念守旧没能满足群众的
信息需求。

事故发生将近四个半小时，天津
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天
津发布”才发布了第一条相关信息。
在此之前，网络上早已“众声喧哗”，
大小自媒体发布了各种图片、视频，
甚至还有很多没有依据的猜测。尽管
有些信息不够严谨，但是绝大多数网
友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牵挂被爆炸波

及的群众，牵挂冲进火场的救援人
员。越是遇到突发的重大灾难事故，
越是容易表现出非理性，网络传播的
特点就是这样，确实无法苛求，但权
威信息的及时发布可以弥补网络传
播的不足。而且，网络传播迅速、互动
的特点也可以让权威信息如虎添翼，
起到更大的作用。

如果“天津发布”醒得更早一点，
在救援的“黄金时间”里大有可为。首
先，它可以满足群众对权威信息的需
求。爆炸发生不久，网络上就有关于
伤亡的各种猜测，有些人以“目击者”
的身份说得煞有介事，但是所提供的
数据根本没有可靠的信息源。恐惧源
于无知，无知也能加剧恐惧。权威信
息的缺失让一些谣言不胫而走。其
次，它可以为救援或者自救提供指
导。爆炸发生后当地接收受伤人员的
医院压力倍增，缺血液、缺专家，而想
参与救援的群众因为缺少相关信息
的指引，也感到有心无力。此外，当地
的交通、大气和环保问题也迅速成为
舆论热点，这些公共服务信息的获得

也离不开权威部门的信息发布。
“天津发布”的短暂失语可能有

客观原因，比如当时已是午夜，部门
之间信息交流不够畅通。但是，越是
突发事件越能考验应急机制是否灵
敏。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的信息发
布应该由“朝九晚五”变为全天候。只
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到让真相和权威
信息跑在谣言前面。而在网络上，“天
津发布”准时向网友道过“晚安”之后
就休息了，以至于爆炸之后很多网友
特意过来留言“快醒醒”。如果爆炸发
生在白天，可能还显现不出这个问
题。网友的留言就是最真诚的提醒，
必须及时改进工作方式，把预警和应
急工作做得更到位。

当然，权威信息不止政府部门一
个来源，在信息传播方面更为专业的
主流媒体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报纸、电视、广播及时的报道，在为公
众传递真相的同时，也能提高公众应
对突发事故的能力。人们常说：“大道
不畅，小道必猖。”主流媒体如果不能
及时发言，就会为谣言的传播让出空

间。网络上有关天津港爆炸的图片和
视频，有些很血腥，从道义上讲是不
适宜在公共空间传播的，但是因为主
流媒体不能及时提供相关资料，也就
很难遏制这些不理性的东西。爆炸发
生之后，当地一些电视频道还在按部
就班地播出既定的影视娱乐节目，群
众对这种“淡定”很不满意。这也是值
得相关部门思考的，如何利用主流媒
体引导突发事件的舆论，而不是由此
节外生枝，引发舆情的次生灾害。

昨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
出指示，要求“各地要汲取此次事故
的沉痛教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批示要“查明事故原
因，及时公开透明向社会发布信
息”。其实，“及时公开透明”发布信
息，早应该成为信息发布的常态。这
些年，不少城市都经历过类似大火、
暴雨、爆炸等事故的重创，为此付出
的代价应该被永远铭记。天津港的
爆炸已经让人感受到了易燃易爆品
的威力，还应该让人记住权威信息
是多么的宝贵。

这些年，不少城市都经历过类似大火、暴雨、爆炸等事故的重创，为此付出的代价应该被永远铭记。天津

港的爆炸已经让人感受到了易燃易爆品的威力，还应该让人记住权威信息是多么的宝贵。

安徽省近日对多个出现严
重土地、矿产违法的市县区开展
约谈。当记者采访省国土部门有
哪些地方被约谈时，却被以种种
理由拒绝。面对严重违法问题，
国土部门这种态度令人费解。如
果曝光违法尚推三阻四，“动真
格”何从谈起。

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早
就成为社会共识。然而，一些地
方仍然心存侥幸，在用地用矿上
屡屡触碰“红线”。除了安徽此次
指出有８个地方外，同类现象在
其他地方也大量存在。今年上半
年，河北、辽宁、陕西等１９个省级
国土部门公开通报的数据显示，
与一季度相比，二季度开展挂牌
督办和公开通报的省份增加了
１２个，次数增加了２１次，案件增
加了９２起，呈现出增长趋势。

面对违法用地用矿问题，相
关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召开警示
约谈会，公开曝光相关案例，都
是敢于“动真格”的表现。此次安
徽仅点出有８个地方违法严重，
却对到底是哪些地方讳莫如深，
如此“遮丑”“护短”，必然使警示
约谈的震慑作用大打折扣。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
无论是国土资源部，还是一些省
市国土部门，对土地、矿产违法
问题不仅严肃处理，而且还大
都指名道姓地公开通报。如此
看来，土地、矿产违法并非不能
公开的“秘密”，有关国土部门
以怕影响基层积极性、未经上
级批准等做说辞不予公开，实
在站不住脚。

敢不敢曝光违法对象，体现
的是工作作风，检验的是责任担
当。碍于情面，“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做“老好人”，无助于履行好
应有的职责。而敢于破除阻力，
敢于动真碰硬，早日揭开被约谈
地区的“盖头”，对违法用地严重
问题公之于众，正是纪律严、作
风实的体现。

土地、矿产违法不断，与长
期以来一些地方的执法失之于
宽、失之于软密切相关。早日完
善相关制度，织密执法监督网，
倒逼监管部门对违法行为“露出
牙齿”，才能使心存侥幸者早日
收敛，切实让土地、矿产合法依
规地正当使用。（据新华社８月１３
日电，作者姜刚）

违法不曝光何谈“动真格”

□崔滨

对这一事关千家万户自有住房
居住成本的税法，无论是人大、住建
部还是财政部，都不约而同地保持
沉默，这给了知名房地产评论人、上
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

“揣摩上意”的机会，他在接受央广
财经评论采访时表示，征房地产税：

“一能为地方政府提供新税源，优化
财政结构。二可以调节财富分配。对
持有房子越多、面积越大的居民征
税，为所有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三是
稳定房价。房地产税将增加房屋持
有成本，抑制多套房投资需求。”

不过，杨红旭
率先开腔为开征房
地产税做的解释，
并 未 得 到 广 泛 认
同。以《大河报》为
代表的多家媒体机
构，纷纷将目光盯
向试行“房产税”4

年有余的上海和重
庆，这项与“房地产
税”极其类似的税
赋征缴，被发现对
打压房价并无明显
影响，就连“劫富济
贫”的分配调节效
果，也并不突出。

基 于 上述结
论，《证券时报》记
者罗克关在该报撰
写评论称，“随着社
会财富形态的不断
演进，身为固定资
产的房产在很多情
况下往往不能成为
判定阶层的标志。
这种情况下，房产税本质上讲是一
种基本的使用者付费税种，很难承
载更多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既不能打压房价，也无法显著
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更无法承
载调节分配的重任，那为什么要开
征房地产税呢？

《北京青年报》评论作者邢理建
在《房地产税法是产业升级的缓冲
器》中认为：“房地产市场‘过火’时，
政府很难向刚需购房者作‘道义交
代’，‘过温’时，GDP下滑明显，‘稳
增长’压力骤然放大。如果看清并承
认这是事实，那就不难发现，值此房
地产税法纳入立法规划之时，包括
未来数年乃至更长时间段，房地产
市场的起落，都会牵涉到‘稳增长’
这根当今中国最敏感的神经”。

“毕竟，房地产业是个典型的
‘中间行业’，其上游和下游的相关
产业有40余个，直面当下中国经济
的基本构成，若除去了房地产业，恐
怕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体量硕大的可
收立竿见影之效的‘缓冲器’。”

邢理建的观点收获了众多支
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杨志勇，就在《21世纪经济
报道》撰文称：“房地产税立法本来
属于制度建设的内容，不应与宏观

经济状况挂钩。况且整个社会正处
于稳增长的微妙时刻，房地产税及
其相关信息都有可能成为压倒这个
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从长远来看，
被课征房地产税是一种必然，但是，
房地产税改革不能不谨慎，因为它事
关全局。现在绝非改革的良好时机，
房地产税改革绝不能建立在其所不
能发挥作用的功能定位之上。”

面对种种揣测，最具有舆论场
话语权的《人民日报》站出来平定人
心，名为《房地产税能给百姓带来什
么》的综述称，“从征税角度来说，税
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鹅毛肯定
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是：既把鹅毛拔

下来，又不让鹅
叫唤，或者少叫
唤。”这段表态让
人脑洞大开。

《中国经营
报》评论作者梁
发芾的《房地产
税，确实准备好
了吗？》一文，便
如同是对“拔鹅
毛”艺术的隔空
回应，“房地产税
的征收，首先遇
到的问题就是对
房地产价值的评
估。但是，我们目
前有这样精细完
善的评估标准和
体系吗？有这样
庞大的评估队伍
吗？因为房地产
税是以家庭为单
位进行征收的，
家庭成员和婚姻
关系的确认，也

存在无穷无尽的难题。”同时，“税收
的征收成本，必然取决于纳税人的遵
从和奉行成本。现在的问题是，房地
产税能否得到纳税人的认同和赞
同？”

鹅毛不是不拔，只是时机未到。
至此，众声喧哗中完成了对房地产
税为何征，何时征的定义，就像长江
时评作者张全林在《房地产税应为
破解买房难而诞生》中说的，“作为
一个‘买房难’的民众占大头的大
国，房地产税应该定位在低端范围
免征，这样可以抑制投资投机性消
费，也给普通百姓一颗‘定心丸’。围
绕抽肥补瘦，避免囤积炒房，才是国
情民情使然。”

相比各方媒体，房地产大佬任
志强对此项政策的态度，反倒是“当
局者狠”。在本周的一场房地产论坛
上，已声称退休的任志强忽然恢复
了“大炮”本色：“我们在通过了燃油
税的立法以后，19年之后才实行这
个燃油税，所以我想可能我死的时
候，房地产税一定会实行了。”

愁也罢，怒也罢，谏也罢，死也
罢，本周围绕房地产税的种种讨论，
未来都将成为中国推进税制改革和
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重要节点，被铭
刻进中国的舆论记忆。

房为“税”愁

房子永远是中国老
百姓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当本周全国人大常委会
将房地产税法列入最新
调整后的立法规划，无论
升斗小民还是掌控舆论
场的媒体评论员，在为何
征税、何时征税、向谁征
税、征收标准及管理制度
等几大关键问题上，毫不
吝惜地投入着关注目光。

葛舆论场

停车场与商品房的区别在
于一个住人，一个放车，小汽车
停放除了占用城市空间资源外
有什么公益性可言？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
研究中心主任赵坚认为，国家出
台优惠政策发展停车产业，仍属
于过度干预，因为私家车的使用
属于个人消费领域，为此所花费
的公共资源更应用于发展公共
交通、绿色交通。

之前我们“黑着灯乱撞”的，
现在有了准则之后，我们有了一
个框架可以去摸着石头过河了。

在Uber中国区CEO柳甄看
来，交通部出台出租车管理新规
是一件好事，有了明确的规则有
利于企业制定经营策略，并给市
场主体提供一个平等的竞争环
境。相反，无序的市场环境对于
新进入的企业反倒是最不利的。

现在有一种情况越来越普
遍，本来可按照正常途径获得的
利益，却想当然地认为行贿才更

“可靠”，甚至有时只是为了确保

“万无一失”。
北师大刑科院副教授黄晓

亮认为，友谊集团原总经理王宗
南案，凸显了行贿罪定性方面遭
遇的难题。原本行贿罪是与“谋
取不正当利益”相关联的，而在
潜规则之下，很多表面上确定无
疑的“行贿”，却是出于正当利益
的考虑。

作为“在野的法律人”，学者
在自己的头顶上虽无法官尊荣
的光环，但在精神意义的层面上,

则可谓“法官的法官”。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

梵表示，近日所谓“教授怒骂法
官”一事，涉及到言论自由与司
法权威之间的关系。对于已经终
审判决的案件，任何人均可以作
出合理的评论。尤其是学者对终
审司法裁判的评论，包括批判性
的评论，既是基于学术自由所赋
予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推动法
律制度进步的重要途径。

葛一语中的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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