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责编 孙晨钟 美编 刘笠丽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质量安
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建立商品质量
惩罚性赔偿制度。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
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同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审查、由国务院编制的“十三五”规划
纲要（草案）中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
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围绕解决重
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破除体
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
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
场活力和创造力。

“‘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
是针对我国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北京
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教
授说。陈及指出，过去这些方面的制度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有所反

映，但是采证、取信比较繁琐，现在从
国家层面单独地去立法，实际上是在
我国流通和生产领域，明确要求提高
产品质量，起到保护知识产权和产品
质量等方面的作用，所以说意义是非
常重大的。

中国实际上就当前的市场流通而
言，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强力性、强制性、
惩罚力度非常高的一个法律，然后在转
型过程中还能使我们的企业不走旁门
左道、不动歪心眼，然后全力以赴地去
搞好生产，搞好产品质量。

“对这样一个法规的推行，在客观上
是需要的，在形式上是迫切的，符合市场
经济发展需要。目前我国在转型期，在新
常态里共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品
质量优化，是符合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
意图的。”陈及称。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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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亲自为报告加入《后汉书》典故

简除烦苛
禁察非法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大环境治
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重
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加强生态安
全屏障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保局原总
工程师包景岭说，铁腕治污是环境保护
的关键，要有紧迫感和足够耐心，全面
落实“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严厉
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全面开展环境
保护督查，强化督政问责。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提
出，实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气化工
程 ，细 颗 粒 物 浓 度 下 降 25% 。这 是
PM2.5首次出现在五年规划中，引发代
表的热议。

“以前我们有减排的目标，现在有
了与百姓更息息相关、对公众环境改
善更为具体的目标。”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董事夏玉洁认为，
过去经济快速增长，环境治理没有同
步跟上。这份规划不回避问题，设定了
5 年减少 25%的目标，显示出治霾的坚
定决心。 据新华社

重拳治污重拳治污
PM2.5首入规划

图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防污
减排

报告提出，今年
化学需氧量、氨氮排
放量要分别下降2%，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分别下降3%，
重点地区细颗粒物
（PM2.5）浓度继续下
降。着力抓好减少燃
煤排放和机动车排
放。全面推广车用燃
油国五标准，淘汰黄
标车和老旧车380
万辆。

【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

江西省南昌市公交
总公司一分公司党
支部副书记喻春梅
表示：大力发展公共
交通，减少私家车出
行，可从源头上减少
污染物的排放。国家
应进一步加大对公
共交通发展的支持
力度，不断提高公共
交通在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中所占
份额；同时，城市公共
交通主管部门也需
加强对公共交通企
业经营和服务质量
的监管，“因为只有保
证舒适、方便的乘车
环境，公共交通才能
成为人们的选择。”

食品
安全

报告提出，为
了人民的健康，要加
快健全统一权威的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体制，严守从农田到
餐桌，从实验室到医
院的每一道防线，让
人民群众吃得安全、
吃得放心。

【声音】
全 国 政 协 委

员、辽宁奥克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建民表示：食
品药品关乎人民切
身利益和生活质
量，国家建立统一
的监管体系最具公
信力和普遍性约
束，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发展理念。

●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能。
●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布
查处结果。
●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使人民群众有更平等的机会和更大
的创造空间。
●健全督查问责机制，坚决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决不允
许占着位子不干事。

昨天上午，李克强总理在作
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大力推行

“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
间数据共享，让居民和企业少跑
腿、好办事、不添堵。简除烦苛，
禁察非法，使人民群众有更平等
的机会和更大的创造空间。

据参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起草工作的国务院研究室司长
向东介绍，这句话是总理亲自加
上去的。

向东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说，“简除烦苛，禁察非法”出
自《后汉书》，“指的是除去那些烦
琐的规章制度，禁止部属扰民等
不法行为。”

简政放权
不能用政策框框捆住老

百姓手脚

针对报告中提到的改革重
点，向东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
说：第一，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要向纵深推进。
第二，充分释放全社会的创业创
新。第三，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
增效。第四，积极改善产品和服
务供给。第五，大力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更好地激发公有制经济
活力和创造力。第六，加快价格
市场化改革。

向东说，总理在简政放权里
提到简除烦苛、禁察非法，这句话
出自《后汉书》，指的是除去那些

烦琐的规章制度，禁止部属扰民
等不法行为。要以敬民之心、行
简政之道，就是不要给老百姓制
造麻烦，让老百姓少跑腿，让企
业好办事，让干事创业不再添
堵。平时总理讲得最多的就是奇
葩案例，比如美甲师需要持证上
岗是他亲自讲的。我们开会讨论
时也有人遇到了证明“我妈是我
妈”。为此总理谈到，今后要达到
一律不再搞审批，把这些烦人的
证全部砍掉。

向东说，简政放权背后最
大的实质是，我们有 13 亿无穷
创造力的勤劳智慧的人民，不
能用这些政策框框把老百姓的
手脚捆住。说得透彻一点，就是
要让老百姓自由自在地创业就
业，这才能激发市场的活力。

“双随机、一公开”
从根本上遏制过去的

“吃拿卡要”

对于报告中提到的全面推
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随机
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
查人员，及时公布查处结果，中
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近年中央对改革提出 3 句话：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双随机、一公开”就是在简政放
权以后，在事中事后监管中采取
的新举措。

汪玉凯分析，过去是事前监
管，现在把“事前”拿掉，注重事中
和事后监管，监管的方式成为“随
机抽查、随机派人”，这样的监管
方式从根本上遏制过去的“吃拿
卡要”，使监管更加规范。

及时回应关切
可以有效减少误解

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政务公
开，充分发挥传统媒体、新兴媒体
作用，利用好网络平台，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使群众了解政府做什
么、怎么做。各级政府要依法接受
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自
觉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接
受社会和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

汪玉凯说，老百姓有 4 种权
利，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在互联网时代很多权
利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政府
是信息生产的最大来源，让 6 亿
多智能手机用户获得有价值的
信息，对政府的公信力有着直
接的影响。

汪玉凯表示，政府利用微信、
微博、公众号等互联网平台及政
府公报及时向社会公布信息，可
以有效地减少误解，也能使老百
姓及时获取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蓝婧
综合新华社、中国政府网、法

制晚报

报告提出，以减权限权、创新
监管等举措减少寻租空间，铲除
滋生腐败土壤。推动党风廉政建
设向基层延伸，坚决纠正侵害群
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坚定不移惩
治腐败。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
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表示，反腐倡
廉不能停步不能放松，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既要有腐必反，也要强化权力运
行制约和监督，铲除权力腐败的
温床。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
人，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反
腐倡廉真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改善，为全面深化改革攻坚

保驾护航。
报告提出，健全督查问责

机制，坚决整肃庸政懒政怠政
行为，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
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
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
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
干成事。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
协会名誉会长陈舒表示，政府要
继续推动简政放权，切实转变政
府职能、提高效能。同时，要鼓励
改革创新，对于一些开创性的工
作和试点，要有包容态度，让干部
释放更大的工作积极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说，近年来，中央一方面反腐，
另一方面转变作风，并随着反
腐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被
发现。而个别官员出于“保护个
人，防止风险”的角度不敢做
事，不敢作为，从心理分析其实
就是对反腐的对抗。

“这几年出现了‘懒政不作
为’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如何治
理懒政不作为成为下一步改革
政策能不能落地、大政方针政策
能不能贯彻实施的关键。如果在
这个方面不解决，很多重大方
针、包括‘十三五’规划很难落到
实处。”汪玉凯说。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今年 9 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
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杭州举行，这也是
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报告
提出，要办好峰会，“推动世界经济创新
增长，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G20 已成
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有效多边机制，中
国的经济增长为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
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也是中国的客观需要。”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说。

同时，报告今年首次提出要“加快
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反映出境外

中国公民和企业数量的迅猛增长，以及
随之而来的领事保护与服务需求。去
年，内地居民出境人次突破1.2亿。

目前，中国已建立境外中国公民和
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
设立了24小时在线响应的全球领事保
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

外交学院教授高飞认为，加快“能力
建设”还需要提升中国公民的自我保护
意识，要加强机制化建设，提供更多的领
事保护资源，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协作，比
如在撤侨时与其他国家互相支援、资源
共享。 据新华社

首次提出
“加快海外利益
保护能力建设”

报告
摘登 报告

摘登
●加快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
标准接轨，建立商品质量惩罚
性赔偿制度。
●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
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
品牌。

报告
摘登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
色发展取得新突破；
●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
染；
●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报告
摘登

●办好在我国举行的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推动世界
经济创新增长，完善全球经
济金融治理。
●建设性参与解决全球性和
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