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电禁摩”排斥小贩，菜价怎能不高

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同比上涨2 . 3%。其中，鲜菜价格上
涨35 . 8%，影响CPI上涨约0 . 92个百
分点。菜价如何“一路狂飙”，常进超
市的消费者都有感触，据说以前“论
斤称”的蔬菜现在都“按个买”了。市
场菜价有波动本不足奇，但是如此
疯狂，还是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重
视，并从根本上缓解。

“三日可无肉，日菜不可无”，消
费者对蔬菜的需求是刚性的，菜价上
涨必然推高生活成本。在公众的惊叹
声中，政府部门通常会出手平抑菜
价，比如推出“绿色通道”加大供给和

补贴。除了利用行政手段，还应该考
虑如何完善零售末端的市场，以市场
的手段平抑菜价往往更能持久有效。

通常菜价上涨都受多重因素影
响。每年三四月份都是蔬菜市场“青
黄不接”的时期，再加上去年年底的
极寒天气对部分蔬菜的生长造成了
不利影响，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蔬菜
价格的上涨有“不可抗力”的成分。普
通消费者比较担心的是，在熬过这段
特殊时期之后，菜价是否会因为流通
环节的问题长期维持在高位。从一些
地方已经显现的问题看，这种担心并
非杞人忧天。日前，海南省工商局向
新华社记者提供了一份大白菜价格
变化样本。一车２１吨的净菜，从湖北
省广华县菜地地头收购，经长途运
输、一级批发、二级批发，抵达零售末
端的海口秀英农贸市场。５个环节后，

白菜“身价”涨高约２２０％。从地头收
购价每公斤１．６元至１．８元，到零售市
场每公斤５元至６元，流通环节产生的
价格成本，占到了蔬菜最终价格的
７０％左右。由此可见，只有减少流通
环节才能从根本上平抑菜价，单靠增
加供给只能解一时之需。但是，现在
很多城市的蔬菜供给渠道已经变得
越来越单一，被少数商超企业甚至

“菜霸”垄断，因为每个环节都是利益
所在，且环环相扣，政府要想大幅减
少流通环节并不容易。

除此之外，一些城市规划超
前，盲目追求市容市貌的整齐划
一，取缔了很多早市、大集，也拉
长了蔬菜从地头到餐桌的距离。
一些大城市不断加大“限电禁摩”
的力度，更是抬高了蔬菜在“最后
一公里”的流通成本。现在，城市

里可供农民赶集、摆摊的地方也
越来越少了。这个现状持续下去，
菜价甚至其他生活用品的价格都
有可能长期居高不下。

其实，即便是在蔬菜价格总体上
涨的春天，还是经常能听到某地某
种蔬菜滞销的新闻。一方面农民
卖菜难，另一方面市民买菜贵，这
个对比证明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
问题也不完全是供需失衡引发的
问题，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一些
城市的发展偏离了民生的“指南
针”，看上去豪华整洁却不宜居。
要增强城市的宜居性，就需要政
府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多考
虑市民的生活需求，尊重城市的
发展规律，少一些粗放的“一刀
切”政策，多一些更精细的服务民
生的治理。

一方面农民卖菜难，另一方面市民买菜贵，这个对比证明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供需失

衡引发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一些城市的发展偏离了民生的“指南针”，看上去豪华整洁却不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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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补差价”补的是“合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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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地下水，先弄清“有多污”

□舒锐

2013年3月，冯先生以233万元
的价格购入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松岗
西路的房产一套，交易完成并成功
过户后，适逢楼市新政出台，房价飙
升。原房主向广州市仲裁委员会提
出《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以及返还
房屋的仲裁请求，但被驳回。其后，
原房主又在2014年以交易显失公平
为由提起仲裁请求，广州市仲裁委
员会2016年3月1日作出裁定，变更

《存量房买卖合同》交易交割为
2774683元，冯先生支付房屋差价
444683元。（4月11日《新快报》）

对于这起案件，不少人认为原房
主看到房价飙升就反悔，这是违背契
约精神的不诚信做法，不应得到法律
支持。这或许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
契约精神就是严格遵守合同中的各
项承诺。事实上，这种看法过于片面。
完整意义上，契约精神包括契约自由
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
契约救济精神四个方面。

虽然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精神
的核心内容，但契约自由、平等则是
信守契约的前提。也就是说，契约不
仅要基于双方自由签订，也要具备
正义性，才能成为须被人们严格遵
守的契约。这在我国合同法上也有
所体现。

根据合同法，当双方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以合
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或是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则将被认为“非正义”
的合同，继而失去效力。而基于欺
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形成
的合同以及显失公平的合同，则也

因不具备自由、平等内涵，被认为是
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

所谓显失公平指的是标的物的
价值和价款过于悬殊或承担责任、
风险承担显然不合理。所谓可撤销、
可变更合同并非绝对无效，而是法
律出于鼓励交易的原则，赋予了权
利受损者选择的权利，即可以选择
继续履行合同，也可以向裁判机关
申请变更合同内容，或者直接撤销
合同。当然，这份权利也并不是无限
期的，法律规定，权利人必须在1年
内，通过诉讼方式请求法院或仲裁
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回到这起案件中，实际上，仲裁
机关支持卖房者，并不是因为房价
飙升了导致房主“卖亏了”。而是因
为在合同订立时，成交价就远远
低于当时的市值。“经评估公司评
估，涉案房屋在交易期间估计为
2 7 7 4 6 8 3 元，与实际交易价相差
444683元。”也就说在成交时，房子
就少卖了百分之十六之多。不得
不说，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存在
的前提下，这份评估结论对于案
件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
外，仲裁也只是支持了交易时的
差价，并不是支持了现在房价与
成交价之间的差价。

诚然，人们普遍痛恨那些签
订卖房合同却因房价上涨毁约或
坐地起价的房主。只要买房者在
签署合同时，在条款中强调违约
责任，这些房主必将因其不诚信
行为付出应有法律代价。法律当
然保护守信者，法律也同样保护
合同中的弱者，否则，《威尼斯商
人》中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签订的
割肉合同就将在现实中上演。

律师是拿着法律武器维权，其
实打的不是肉身，打的是法律。

今年以来，各类针对法律从业
者的暴力事件频发，其中尤以拆迁
领域最为突出。在中国人民大学律
师业务研究所执行所长李奋飞看
来，律师被打便是法治蒙羞。对于
此类事件，切不可姑息，一旦事情
可以被摆平了，类似的情况就会蔓
延，会越来越严重，最终使法治的
权威受到挑战

如果公用企业想涨价就可以
随意涨价，而且频繁涨价，那么这
些企业就没有了创新的动力。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咨询专
家王晓晔表示，企业往往很难抑制
抬升价格的欲望，这个时候政府就
应该出手，政府对公共服务进行一
定的价格规制、管制，也是国际通

行的做法。对企业经营的成本有足
够的评价和认识，能够在最大程度
上制订出公共服务的价值标准，应
该是政府应当做的核心技术活。

我们大多数人在面对电器短
路时一筹莫展，投资者犯的错就和
这个一样。

“中晋资产”被查，引发业内震
动。身为公募基金经理的蒋光祥认
为，要求从未接触过银行以外的金
融机构、知识构成中缺失经济学的
客户，能够一眼认清“骗术”几乎是
不可能的。因此，按照当前民众的
理财知识储备与理财特点喜好，动
真格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据报道，广州市中医院规定，
要求医生给病人开的检查费用要
和药费达到1：1，不达标就要扣奖
金。因此，医生们只能“恳求”病人
不要只开药而不做检查，有的还
拒绝为复诊患者单纯开药，令很
多患者极不满意。

有人推断这是医院为创收而
祭出的歪招，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认为医
院出此下策，也有自己的无奈。因
为医政部门在考核医院质量时，
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药费比
例。按照现在的要求，三级医院的
药费收入一般不超过医院总收入
的50%。只有保证药费与检查费
始终保持在1：1的比例，药费比例
才能保证不超过50%。

医政部门限制药费比例，主
要基于两个目的：一是限制大处
方。处方费用少，则药费比例低；
二是鼓励医院创新。医院不能总
是局限在单纯的药物治疗上，还
要开创新技术，提高手术量。同样
是心梗病人，这边是药物治疗，另
一边是置入支架，前者的药费比
例肯定会高，如此，对于推广置入
支架这样的新技术，显然会产生
积极的作用。

在实践中，一些名医院由于
初诊病人比较多，相关的检查就
较多；同时复杂病例也多，各类新
技术的应用机会就相应更多。因
此，对于各地的“龙头”医院而言，
药费比例确实不存在问题。但对于
一些相对普通的医院，特别是中医
院而言，这样的政策就存在一定弊
端。由于“老病人”相对集中，并且
慢性疾病患者较多，诊疗过程往往
并不需要太多的检查，治疗也常常
以服药为主。在此情形下，要保证
完成50%以下的药费比例，确实有
些力不从心。

由此不难看出，将药费与检查
费进行1：1的绑定，并对医生进行
经济考核，医院的政策虽然难逃

“懒政”嫌疑，但也不乏无奈。出现
这样的情况，其根源还在于一些管
理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医疗实际，在
制定管理目标时，对国外经验学习
多，与医务人员的交流沟通少，导
致了某些本来是为了便民的措施，
在实践考核中成为患者的负担和
医生的心痛。

避免类似荒诞的情况，恐怕
还需要医政部门在制定政策时，
多了解临床工作的实际情况，以
及不同医院之间的区别，建立医
生与医政部门的有效沟通，保证
政策不要发挥出相反的效果。（摘
自《京华时报》，作者郑山海）

葛媒体视点

□唐伟

水利部最近公开的2016年1

月《地下水动态月报》显示，全国
地下水普遍“水质较差”。具体来
看，水利部于2015年对分布于松
辽平原、黄淮海平原、山西及西北
地区盆地和平原、江汉平原的
2103眼地下水水井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IV类水691个，占
32 . 9%；V类水994个，占47 . 3%，两
者合计占比为80 . 2%。（4月11日

《每日经济新闻》）
从近年来《中国环境状况公

报》公布的情况来看，地下水污染
的状况日益严重。一边是水污染情
况不容乐观，一边又是超采现象极
为普遍，地下水之殇面临着双重威
胁。当务之急，还得从实行全面的
水资源调查入手，针对污染情况进
行治理干预，像治理大气那样强化
责任，才能让局面有所改观。

地下水受污染的比例，究竟
是占总数的八成还是九成，各个
部门之间的调查结果存在很大的
差异性。从之前的公布情况看，有
国土资源部的评价，有环保部的
监测，有水利部的调查，未能形成
一个统一权威的结论。几年前，针

对致公党中央“开展地下水污染
状况调查，摸清家底”的提案，环
保部同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五部委曾答
复，力争在2013年和2014年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地下水基础环境调
查评估工作，并于2015年产出各
类调查评估成果，基本掌握我国
地下水污染状况及污染主要来
源。不过遗憾的是，除了水利部公
布的动态月报，全面的水污染调
查结果至今未能公之于众。

家底不清，治理就不明。之所
以如此，恐怕还在于“九龙治水”
的责任分化所致。水污染并非一
日形成，其严重性也广为人知，为
此中央还出台了《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公布部门职责清单，要
求地级及以上城市每季度公开饮
用水情况，到2030年全国水生态
系统功能逐步恢复，消除城市黑
臭水。至于效果如何，还需要持续
性的观察。

其实，环境治理与保护，还是
一个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命
题。以治理大气为镜鉴，在出台一
系列完善的制度之后，辅以更具操
作性和督促力的问责机制，比如可
以对相关人员实施“一票否决”，取
消其晋级晋职的资格、调离岗位，
或者降级使用等等。唯有将环保责
任与权力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水污
染治理才不会沦为空洞的口号。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开药搭检查，医院也有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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