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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鸣

有位熟人在某单位当一把手已
有十多年，至今仍稳稳地坐在位置
上。近日相遇，谈起这十几年的风
风雨雨，此兄感慨地说：“要感谢
那些举报过我的人。”

“感谢举报人”，各级党组织和
纪检监察部门这样说完全应该，因
为举报是纪检监察部门获取党员领
导干部违纪违法、腐败堕落线索的
重要渠道，许多腐败案件的查处，
就来自于举报；公安部门这样说也
可以理解，因为不少贩毒、嫖娼等
案件，就是因群众举报而破获。然
而，作为被举报的当事人，对举报
人不怨、不恨、不打击报复，还说
要“感谢举报人”，就让人颇感意
外。见笔者不解，这位老兄解释
道：若不是前些年有人举报我这事
那事，上级纪检部门及时调查核
实、批评教育，自己吸取教训、及
时纠正，很可能小错成大错，违纪
成违法，不但职务下来，说不定还
要“进去”（坐牢），你说要不要

“感谢举报人”？
看他认真的样子、坦然的面

孔，其“感谢举报人”显然并非虚

言，而是发自内心。的确，人在仕
途，少不了被监督甚至被举报。面
对举报和组织调查，不可能是一件
令人愉快的事。有的人难免有怨
言、有抵触，觉得群众跟自己过不
去，领导对自己不信任。但实际
上，群众举报是一帖“清新剂”，
有助于被举报人保持头脑清醒和行
为警觉。因为，你的背后有无数双
眼睛在盯着你，告诫你不犯或少犯
错误。组织调查是人生路上的“刹
车”，停下来检查一下哪里零件坏
了，需要维修和更新，有助于被举
报人的问题及时得到处理，防止其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酿
成大错，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此
外，假如举报失实，或无中生有，
通过组织的调查核实，也有助于澄
清事实，还被举报人清白。正如笔
者那位熟人，自从先后两次被人举
报调查后，他更加讲原则、守规
矩，工作认真，处事谨慎，生活检
点，终于平平安安到如今。

然而，另外有不少人，不要说
“感谢举报人”，就是正确对待举
报，让被举报者依法依规接受组织
调查也很难做到。比如，有的以保
护、爱护干部为名，对群众举报不

查不处，导致有的领导干部边腐败
边提拔，边被举报边被重用，在社
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如果不是放纵
不管，对群众举报之事及早查处，
有的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也许
能够得到遏制，不至于最后走上不
归路。此外，对举报不调查不处
理，举报材料石沉大海，也容易挫
伤群众监督党员领导干部，举报党
员领导干部违纪犯罪，参与反腐败
斗争的积极性。

更为恶劣的是，对被举报的人
与事不仅不查不处，反而对举报人
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举
报人甚至被关进牢狱。如曾任河北
省委书记的程维高，被一个名叫郭
光允的干部多次举报。程维高得悉
后，想方设法阻止中央的调查不
说，还指使下属对郭光允立案调
查，以诽谤诬陷省委领导的罪名，
开除郭的党籍并将其劳教两年。然
而，事物的发展并不以程维高的意
志为转移。数年后，程维高的两任
秘书吴庆五、李真相继案发，分别
被判处死缓和死刑，程维高的儿子
程慕阳潜逃国外被通缉，程维高本
人则受到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
遇的处罚。

面对举报的不同态度和做法，
实质上是对一个人党性观念强不强
的检验，也是衡量一个人气度气
质、人格人品的标尺。作为党员领
导干部，不应该害怕举报、拒绝调
查，更不能置法纪于不顾，对举报
人打击报复。正确态度应该是相信
组织、相信群众，没有问题更好，
有问题该承担要承担，总结教训，
轻装前行，不再犯已犯过的错误。
若抱着侥幸心理，压制举报，阻止
调查，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
这次不被查处，下次还是要被查
处，而且因为时间越长，犯错误越
大，最终受到的处罚也会越严厉。

最后还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
感谢的“举报人”，是指那些关心
党的建设、痛恨党内腐败、出于公
心、有真凭实据的举报人。对于个
别夹杂私心、捕风捉影、凭空捏
造、恶意诬陷的举报人，不仅不能
感谢，而且要严肃查处，构成犯罪
的还要移送司法部门。

“感谢那些举报过我的人”是难得的清醒
易其洋

对于住宅小区的违法行为，
宁波设立了“执法清单”，明确
了住宅小区内5大类37项违法行
为的执法依据和执法主体。

据说，这项制度一出台，在
网上便赢得叫好声一片。

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清单，可
以说是应包尽包、细而又细。像
房屋装修施工产生很大噪声，楼
道、走廊乱堆放占用消防通道，
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给电动车充
电，乱停车占用消防车通道，违
规养犬，等等。

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清单，明
确了五大执法主体：住建部门、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公安机关、
市场监管部门和环保部门，还厘
清了各执法主体的履职边界。清
单所列违法事项仅涉及单一执法
主体的，相关执法部门应在规定
期限内执法；清单所列违法事项
若涉及多个执法主体的，由区县

（市） 人民政府、管委会牵头，
确定其中一个部门为执法主体，
其他执法部门配合联合执法。

一个违法行为，涉及多个执
法主体，群众投诉了这家，说是
该找那家；投诉了那家，说是该
找这家；这家和那家都投诉了，
说是要行动必须一起行动，不然
就办不成事。这种现象，被群众
形象地称为“九龙治水”，也被
戏谑为“几个大盖帽，管不了一
顶破草帽”。究其原因，就是责
任不明确。这也常常造成一种怪
状：有好处，几个部门抢着干；
没好处，几个部门忙着推。

住宅小区的一些违法行为，
看似细碎，但影响的是百姓日常
生活，可以说是“天天有感”。如果
处理不好，激化矛盾不说，必然败
坏政府部门形象。这下好了，“执
法清单”来了，哪一项该谁管，罗
列得清清楚楚，群众投诉该找谁
明明白白，谁再想推诿扯皮，至少

没有以前那样容易了。
对于这一做法，可以用一句话

来概括：用好“一张清单”，管住
“九龙治水”。之所以有这样的期
许，我以为，这次所依据的一个原
则，尤其值得称道：事涉多家部门
时，“谁执法更有利更有效”，谁就
是执法主体。

社会治理是个系统工程，有了
违法事项，若仅涉及单一执法主
体，自然好办得多；若涉及多个部
门，治理起来，必然会有分工配
合。但分工不是说“排排坐”，更
不是没人管，而是要分清主责次
责，明确有人牵头、有人配合，各
尽其责，联合处置。分工明确了，
处置不好，该问责谁，是何责任，
自然比“九龙治水”要清楚得多。

这样一来，就容易打破部门藩
篱，整合执法机构职能，统一管
理，统一调度，推进跨部门、跨领
域综合行政执法，提升执法力度和
效果。当然了，也有这样的担心：
事涉多个部门，明确了执法主体和
配合部门，如果“将帅不和”，
该如何协调统一。这不是杞人忧
天，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
善。

很长时间以来，群众反映的许
多 问 题 ， 总 是 得 不 到 “ 彻 底 解
决”，我以为，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治理部门往往“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从来没想过把一件事体

“一次性搞搞清爽”。这次设立行政
执法清单，可以说是“一次性”把
住宅小区的违法行为这个事体，搞
了个清清爽爽。

这也说明，只要我们真心实意
为群众着想，下了功夫真抓实干，
好多事情并不像有些人、有些部门
说的“管不好”“不好管”“没办
法”，而只会是“办法总比困难
多”。而“谁执法更有利更有效”
谁就是执法主体，可以说它是一种
执法原则，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思维
方式，我们办好多事情，都是可以
拿来用的。

“谁执法更有利更有效”谁就是
执法主体，真是个好原则

韩 洁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的个人
所得税法将正式实施，纳税人在每
月 5000 元起征点的基础上，还将
享受到 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带来
的更大减税利好。

今后纳税人缴纳个税将告别目
前单位代扣、代缴为主的征管模
式，实施一种“代扣代缴、自行申
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优化服
务、事后抽查”的新税制征管模

式。以 6 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为
例，每个纳税人、每个家庭的情
况千差万别，税务部门不可能挨
家上门核实申报情况，为便利纳
税人办税，新征管模式以假定每
个纳税人诚信申报为前提，纳税
人只要填表申报就能享受到起征
点之外更大减税政策，这对纳税
人自身和全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提
出了更高要求。

实施好个税改革，让减税利好
惠及更多百姓，纳税人如实申报是

前提。新个税法的实施条例和个税
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都明确，纳
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要按规定保存与
专项附加扣除相关的资料，以备税
务机关事后抽查。这意味着，如果
出现纳税人造假，“无中生有”提
供虚报信息等严重情况的，有关部
门将依法处理，纳入信用信息系统
并实施联合惩戒。

实施好个税改革，更好服务纳
税人，相关部门也要加大信息共享
力度。有关部门和单位有责任和义

务向税务机关提供或协助核实，通
过数据交叉核对，大大提高征管效
率，从而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对税务机关、扣缴义务人和纳
税人来讲，此次个税改革都是一次
全新挑战，尤其 6项专项附加扣除
是新生事物。对每个纳税人而言，
需要理解新个税政策，弄清自主申
报的操作模式，确保明明白白享受
减税红利；对扣缴义务人而言，也
要加大对本单位纳税人的培训，尽
职尽责、及时办理扣缴；对于税务
机关来说，要加强业务指导和政策
宣传，共同推动个税改革红利惠及
每个纳税人。要把新事办好、好事
办牢，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营造
诚信为本的征税环境。

个税自主申报 坚持诚信为本

冯海宁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
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25 日发布

《市 场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2018 年
版）》。这标志我国全面实施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
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
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12 月 25
日新华社）。

“非禁即入”是近年来频繁出
现的一个热词，因为越来越多的行
业在放宽准入、实行非禁即入；越来
越多的地方明确落实非禁即入这一
原则。从全国来说，2016 年广东等
四省份试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7年试点扩大到 15个省份，今年

起则是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即全面实施非禁即入。

此举意味着我国市场开放程度
将会达到一个新高度，即负面清单
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全部放
开，无论是民企外企或是国企及其
他资本，都可以平等进入。而负面
清单内的“许可准入类”，如果符
合条件获得许可，各种市场主体也
能进入。

对各类市场主体来说，全面实
施非禁即入等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
空间和发展机遇。对市场监管者来
说，只要按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8 年版）》 操作即可，不必再
为某些审批事项耗费人力物力，是
一种减负。从国家角度来说，非禁

即入有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应对经
济下行压力，也展现出扩大开放的
诚意和决心。

更重要的是，全面实施非禁即
入后可以培育更多新业态。这是因
为，行政审批被《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 （2018 年版） 》 关进了笼子，
而在笼子之外的广阔天地，各类市
场主体可以充分释放自己的创新活
力、展示创新能力，体现在市场供
给侧，就会有更多新模式、新产
品、新服务不断涌现。

而且，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大
数据等要素，将为更多新业态的培
育提供支撑。过去，人们经常说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而全面
实施非禁即入后，不仅为市场主体

去“想”打开了巨大空间，也为其
“做”创造了机会。只要不违反法
律法规，各类市场主体就可以大胆
去做、去试，新业态就有了生长的
土壤。

近年来，共享经济等新业态不
断出现，不仅丰富了我国经济发展
模式，也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新
动力，还引领我国经济不断实现升
级转型，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全面
实施非禁即入，新业态培育、生
长、发展的空间无疑变得更大了，
期待更多新业态出现来引领我们的
消费升级，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当然，全面实施非禁即入后，
虽然说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
域、业务，不用市场监管者事前审
批了，但事中事后监管不可放松甚
至要加强。这既需要监管者不断理
顺体制机制，加大人力物力投入，
也需要监管者多了解新业态新经
济，避免依法监管变成不当干扰。

全面实施非禁即入可培育更多新业态

曾经风光无限的共享单车企业 ofo 近日深陷“退押难”风
波——线上线下，千万用户排队等待超过 10亿元押金退还，让原
本债务缠身、经营困难的ofo背负起更大的现金流压力。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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