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11月 8日叶人民日报曳报
道袁 贵州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试点已满一年袁 建立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袁 有助于
破解企业污染尧群众受害尧政府
埋单的困局袁 让造成生态环境
损害的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袁
修复受损生态环境遥 经过探索
实践袁 贵州的污染处罚将不再
是糊涂账遥
近年来袁 在大范围持续雾

霾天气尧 城镇地下水及河流湖
泊污染严重尧 局部地区土壤污
染加剧的局面下袁 公众对于环
境保护的呼声和共识越来越突
出遥 生态环境的好坏尧为改善生
态环境做出的努力奏效与否袁
直接关乎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
幸福指数遥

生态环境污染袁 显性的影
响是农作物减产尧景观消失尧水
体水质变差尧雾霾频袭等袁隐性
的影响还有生物种类和数量减
少尧地下水补给功能减弱尧人和
牲畜存健康隐忧等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别
于以往针对污染环境责任主
体进行的行政处罚袁企业造成
环境污染的行政处罚方式一
般是罚款尧 责令停产停业尧行
政拘留袁其中袁罚款从几百元
到三五万元不等曰而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更像是相关部门的
主动索赔袁数额可依据现实评
估野上不封顶冶袁动辄数以百万

计遥 因而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的探索袁是推动从野谁污
染谁治理冶到野谁受益谁补偿冶
的转变袁更具有针对性和震慑
力遥

以往袁野谁污染袁谁治理冶的
模式对于环境保护起到过积极
作用袁 但也因一些客观局限而
导致某些领域的环保未能达到
理想效果遥 比如袁一些企业过于
注重经济利益袁先污染后治理袁
且以一己之力难以从资金和技
术上治理污染曰再如袁某些地方
为保护利税大户而对其违规排
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袁以野不污
染就不管袁污染了就让他治理冶
的消极意识曲解环保原则遥 此
外袁相关法律的惩戒力度偏弱袁
现有制度中也缺乏对具体索赔
主体尧程序等的规定遥 企业违法
后会被追究行政责任袁 但对公
共环境的损害赔偿袁 却没有追
究依据遥

为了加强环境保护袁 近年
来袁 国家从法律法规的出台完
善到中央环保督察组全国巡
查袁从惩戒重大尧恶性案件到加
强宣传引导等方面做出了不少
努力遥 2015年袁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 叶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的意见曳袁要求在一些重
点领域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模式曰大气十条尧水十条尧土
十条相继出台曰 环保督察组约
请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及污染企

业负责人野喝茶冶曰开展环境公
益诉讼等遥

环境保护收到了明显的成
效袁但形势依然严峻遥 比如有的
企业不是缺技术尧缺设备袁就是
有技术不用尧 买设备只是为了
应付检查袁 甚至搞环保数据造
假曰 再如袁 有的地方监管跟不
上袁 企业承诺用于治污的钱没
有花在野刀刃冶上遥 此外袁此次试
点的经验还需一定时间来完善
和推广袁在因地制宜的过程中袁
或许还将面临更多困难和挑
战遥

规则意识是保证社会机器
高速高效运行的润滑剂遥 生态
资源是全体百姓的遥 任何人不
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袁自己赚
了钱就当甩手掌柜遥 此番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点
和实践袁 核心意义是确立起
野谁污染谁埋单袁 谁受益谁补
偿冶的规则意识袁同时也为其
他领域的环境保护工作提供
借鉴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野实
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冶袁这离不开各界的共识与守
则遥 厚植生态保护人人有责尧
野谁污染谁埋单冶的共识袁推进
制度创新袁 探索建立多元化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袁野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冶袁方能让水
更绿尧山更青尧天更蓝尧气更畅遥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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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至 10日袁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联合
商务部尧国务院扶贫办共同举办野厉害了我的国窑中
国电商扶贫行动冶遥在这持续的 10天时间里袁中央电
视台财经频道联合国内 15家知名电商平台尧 近 30
家网络直播平台袁围绕电商扶贫袁选取国内 100个有
特色的国家级贫困县袁以野一县一品冶的方式袁通过新
闻报道尧网络直播尧视频展播等形式推荐贫困县最需
要销售的农产品袁 同时重点报道电商扶贫行动中的
典型人物尧典型案例袁传播正能量遥

在央视和各大平台的合力支持下袁 各地农产品
如约迎来火爆行情院 宁夏西吉马铃薯当天销售量达
到 50700斤袁 比销售季日均下单量提升 10倍多曰黑
龙江延寿大米 5小时销量达到 224吨袁 比销售季日
均接单量提升 16倍曰新疆和田核桃 6小时内下单量
达到 261单袁比销售季日均接单量提升 10倍遥此外袁
安徽砀山的酥梨尧陕西米脂的小米尧甘肃清水的苹果
等都因之成为野网红冶农产品袁受到网友们的热情追
捧遥

在野双十一冶来临之前袁这样一场践行落实十九
大有关扶贫攻坚精神袁 帮助贫困地区通过电商脱贫
致富袁改变生活的公益活动袁不仅让电子商务更具有
了温度袁 也让乡村振兴战略有了更便捷的抓手和实
现途径遥

其实袁早在去年 11月袁国务院扶贫办就与 15个
国家部委联合印发了 叶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
导意见曳袁完成了对电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遥 今年
7月袁国务院扶贫办还明确表示袁我国将重点推进电
商扶贫袁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遥在网络扶贫行动计
划之下袁包括爱心捐赠尧扶贫商城尧扶贫众筹尧扶贫展
示和扶贫新榜样在内的多个模块袁 以及 野万企帮万
村冶 精准扶贫行动在内的各项活动都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遥

但无论如何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袁 发挥足公益的
作用袁市场在电商扶贫中的基础性尧决定性作用依然
不能动摇遥政府和公益可以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袁
但是市场这只野无形的手冶才是真正决定电商扶贫能
否可持续和见实效的决定力量遥要赢得市场的青睐袁
农村电商就必须有足够大的规模袁有足够快的物流袁
有足够稳定的供应袁有足够专业的管理和运营袁有足
够的智慧和活力来应对市场的瞬息万变遥

所以袁做好农村电商扶贫工作袁要有体系化的思
维袁政府不仅要帮助农村农民把网络入村入户袁还要
带领农民们把路修好袁把渠道打通袁把培训做好遥 村
民要有足够的集体协作意识袁 培养自己对市场信息
获取和分析的能力袁顺应市场规则袁一方面加强供给
侧的质量和数量袁另一方面也根据需求袁灵活调整供
给的种类遥

按市场规律办事尧 从市场规律中获利注定是一
个漫长而平缓的过程遥对于电商扶贫而言袁也必须要
有打持久战尧扎扎实实尧立足长远的觉悟遥 行稳方能
致远袁电商扶贫要有持之以恒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
光遥 也只有以时间为证袁在市场中真正站稳了脚跟袁
电商扶贫才能让老百姓切切实实地尝到甜头尧 看到
实效遥

期待中国电商扶贫行动能够真正以市场为根
基袁联合政府部门和公益的力量袁把这种渠道和温情
长久地留下来袁固定下来袁并形成体系袁成为当地百
姓生产生活的常态袁
真正成为追求美好
生活尧建成小康社会
的一条康庄大道遥

刘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从当
前我国发展不平衡尧不协调尧不
可持续的问题出发袁 我们要着
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尧 城乡协
调发展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袁 推动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融合发展遥 这为我们科
学把握新形势下协调发展的着
力点提供了基本遵循遥 冶

野协调冶意为事物系统各组
成部分尧各要素之间和谐一致尧
配合得当遥 协调发展是社会和
谐的保障袁所以袁被列为五大新
的发展理念之二遥 从系统论的
角度袁各部分各要素不协调袁将
影响整体功能的发挥曰 从社会
发展角度看袁 发展不协调将滋
生社会矛盾袁降低发展质量袁发
展不协调问题太严重则可能使
社会陷入危机遥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袁 我国

社会明显存在发展不协调的问
题袁大的方面主要表现在区域尧
城乡发展不协调院 东部沿海高
速发展袁中部相对落后袁西部比
中部落后袁与东部的差距太大曰
农村发展与城市比差距较大曰
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中华民族史
无前例的成就袁 而精神文明则
相对滞后袁 尤其是国民的道德
素质出现明显下滑的突出问

题遥 此外袁我国发展中还有一个
比较突出的不协调问题是 野数
量与质量冶 不协调要要要数量大
而质量低袁 无论是物质产品还
是教育科学文化产品都存在
野量大渊多冤质不高冶的问题袁如
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袁 但产业
还是以低端为主曰 高等教育在
校本科生尧 研究生数量均是世
界最多袁 但培养的拔尖人才稀
少曰我们的专利量世界第一袁但
原创的科技成果稀少等遥 在系
统内部与相关要求之间也存在
明显不协调的问题袁 如大中专
专业教育中培养专业技术工人
职业技术教育与我国经济发展
要求很不协调遥 据叶时事报告曳
2017年第 4期文章说院 我国高
级技工仅为产业工人总数的
5%袁而日本有 40%袁德国则高达
50%袁因此袁我国只是个制造业
大国袁而非强国遥

因此袁 我国下一步的发展
高度注重践行 野协调发展冶理
念遥

首先袁 要树立全局性发展
思维遥 从大的方面说袁五大文明
建设协同推进袁相互促进袁并驾
齐趋遥 还要有长远战略思维袁从
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着眼袁 不急
功近利尧不浮躁遥

国家宏观控制应始终将 野确保
协调发展冶作为基本目标之一遥
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袁 使各项
改革措施协同推进袁 冲破发展
瓶颈遥 比如袁要根本解决地方保
护主义催生的重复建设尧 对外
经济活动中的恶性竞争相互残
杀尧牺牲环境尧过度透支资源等
问题袁必须完善财税体制袁使中
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协调袁
根本缓解地方财权小事权大的
矛盾曰要真正实施好野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冶袁必须基本消除科教
领域的官本位体制袁 最大限度
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遥

在重大发展政策渊包括法律
法规冤出台过程中要完善民主决
策机制袁防止利益部门化尧集团
化袁避免产生畸形发展恶果遥

目前袁最重要的是打好野脱
贫攻坚冶战袁化解城乡发展尧区
域发展不协调的最大发展矛
盾袁确保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圆满
实现遥

电商扶贫大有可为

让“谁污染谁埋单”落地开花

“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的保障
要要要野两学一做冶学习辅导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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