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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会场外，一名西
班牙女记者特意穿上“中国红”出
镜采访。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两会 风采她她她她
“三八”

妇 女 节 到
了，一组图
片记录了在
会场内外奔
忙的与会女
代表、女委
员、女记者
等。这些身
影只是“她
们”的缩影，
以此向在两
会的“她们”
致以节日问
候。

3月5日政协分组讨论结束
后，一名女记者席地而坐赶稿
子。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3月7日，陈际瓦委员（左）和乔传秀委
员在驻地参加小组讨论。

本报特派记者 张茂 摄

3月7日上午，李欣蓉代表（右一）
在广西代表团的审议中发言。她是一
位1985年出生的壮族姑娘。新华社发

出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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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赶
稿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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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回应
■ 新华社记者 顾瑞珍 赵晓辉 胡浩

共治雾霾、清理“红顶中介”、治理土壤污染、落实新环保法……环境保护
部部长陈吉宁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全面加强
环境保护”相关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好声音

针对公众关注的雾霾问题，陈吉宁
说，雾霾是我们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
必须用硬措施、硬任务来应对硬挑战。

他介绍，去年我国实际新增电力行业
脱硫脱硝除尘改造装机容量分别为1.3
亿、2.6亿、2.4亿千瓦，脱硫脱硝装机容量

占比达到95％和82％；3.6万平方米钢铁
烧结机新增烟气脱硫设施，占比达81％；
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600余万辆，超过过
去3年总和；淘汰燃煤小锅炉5.5万台……

在各方努力下，全国首批实施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去年总体

PM2.5平均浓度降低11.1％，京津冀地
区降低12.3％。

陈吉宁表示，今年将从四方面着力
治霾：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全面实施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高科学治霾
和系统治霾水平；加强信息公开，让所

有污染源排放暴露在阳光下，让每个人
成为监督者，动员全社会共同治霾。

陈吉宁说，中国政府在污染治理方
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同时也和周边有关
国家建立了环境合作机制，共同面对跨
界污染。

决不允许“戴着红顶赚黑钱”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就环境保护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一个好的法律不能成为‘纸老
虎’，要让它成为一个有钢牙利齿的利
器，关键在于执行和落实。”陈吉宁表
示，环保部把今年确定为环境保护法实
施年，将开展全面环保大检查，对于违
法特别是未批先建的企业进行全面排
查。

陈吉宁介绍，为落实好新修订的环
保法，环保部将开展六方面工作。出台
和完善环保法实施细则。把新环保法
在具体实施上一些模糊的地方进行“细
化”。

“最近对两个城市政府负责人进行
公开约谈，就是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

他表示，要在一些地市试点将环境保护
纳入干部的政绩考核，进行干部的离任
环保审计或在经济审计中纳入环保内
容。

在推动地方政府责任落实方面，要
对30％以上的市级政府开展督查，强化
地方责任，解决地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

“不作为”。
陈吉宁说，要把过去环保执法“过

松、过软”状况彻底改变，让守法变成新
常态，敢于碰硬，形成高压态势。还将
强化刑事责任追究，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移送一起。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治理土壤污染是我国向污染宣战
三大行动之一。陈吉宁说，目前环保部
正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

环保部对土壤污染状况的点位调
查显示，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
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
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

标率为16.1％，其中重度污染点位比例
为1.1％。

陈吉宁说，为解决土壤污染问题，
要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让
土壤污染治理有法可依。同时，要加强
工矿企业的环境监管，切断土壤污染源
头，遏制土壤污染扩大趋势。对污染的
土地要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做好污染管

控，避免污染扩散。
此外，要通过试点示范，建立适合

我国的污染治理技术体系，逐步推动土
壤污染的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

“下一步，环保部将联合有关部门，
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详查，摸清家底，
做好污染源管控。”陈吉宁说。

谈到农村环境治理问题时，陈吉宁

说，截至去年底，我国已累计投入255亿
元，治理了约5.9万个村庄，受益人口约
1.1亿人。

他坦言，农村环境问题还比较突
出，“脏、乱、差”比较普遍。要把农村环
保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别结合
大气污染治理和即将发布的“水十条”
实施工作，加大农村治理力度。

“要彻底解决环评‘红顶中介’问题，
决不允许‘卡着审批吃环保、戴着红顶赚
黑钱’。”陈吉宁承诺，环保部所属事业单
位的8个环评机构，今年率先全部从环保
部脱离，其他地方的分批分期也要全部脱
离，逾期不脱离的，一律取消环评资质。

今年2月9日，中央巡视组在向环
保部反馈巡视意见时，特别指出环评方
面问题突出。陈吉宁说：“这些问题反
映的不仅是环保部自身的问题，也有整
个环保系统的问题，原因包括制度漏
洞、管理缺陷和工作作风。”

他表示，环保部将坚决查处一批未
批先建、擅自变更的环评违法行为，把
违法企业纳入诚信“黑名单”，把一些情
节恶劣的企业移交司法。

针对PX项目的问题，陈吉宁说，环
保部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要支持这些

设施的建设，但要依法建设。要支持技
术先进、环保措施到位、选址符合要求的
项目建设。环保部门在审批过程中，也
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切实维护公众的
环境权益，依法严格审批，特别是在建成
之后要加强监管，让百姓放心。

让所有污染源排放暴露在阳光下

今年8个环评机构从环保部脱离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把环保执法“过松、过软”状况彻底改变

傅成玉委员：

改变雾霾要先改变自己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雾霾等环境问题不
是一天形成的，是几十年积累的结果，治理雾霾
也不是一天能完成的。我们现在的雾霾治理，是
为过去付出代价，改变雾霾要先改变我们自己。”
全国政协委员、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

傅成玉说，治理雾霾意味着必须调整两大结
构。一是产业结构，但要看到调整意味着付出，要有
痛苦，因为每个产业和企业背后都关联着就业。二
是要调整能源结构。我国的资源结构决定了以煤为
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这也不是一天能够改变的。

他说，雾霾治理具有复杂性。以油品质量提
升为例，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已用上含硫量不大
于10ppm的“国五”标准汽油，北京市甚至已开始
研究使用第六阶段标准的车用汽油。但全国大部
分地区用的仍然是“国四”标准汽油，以及“国三”
甚至更低标准的柴油。解决雾霾需要全国同时推
进，建议各个地方政府尽快推行更高标准的油品。

“我们都希望明天就有清洁的空气，但雾霾
不是明天就能改变的，这要每个人今天就改变自
己，每个人、每个企业今天就把责任都担在肩
上。”傅成玉说。

代表委员追问——

落马贪官赃款都进国家“钱袋子”了吗？

国土资源部部长：

没有不动产“总登记”

新华社北京 3月 7日电 国
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７日到青
海代表团听取代表意见建议时
向记者明确表示：“没有不动产

‘总登记’”。
姜大明说：“现在虽然使用新

的不动产权证书，但以前与不动
产有关的证都算数。‘总登记’在
原来条例里有，后来拿掉了。‘总
登记’就是总换证，群众就受不
了，所以不搞什么‘总登记’。不
动产发生变化了，才要换新证。”

“中国的事不能一刀切，一刀
切非出事不可。原来登记的那些
信息都会进到不动产登记中，情况
都是一样的。发生变化的不动产，
证要变，比如新买的房子等等。新
旧证并行，到一定时候就理顺了，
这需要一个过程。”姜大明说。

教育部部长：

将出台发展
校园足球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教
育部部长袁贵仁7日透露，教育
部将出台意见，发展校园足球。

袁贵仁当天参加政协教育界
别联组会议时说，教育部将出台3
个有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意
见，包括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加强小学生劳动教育、发展美育
体育。其中，发展美育体育的意
见包括发展校园足球的内容。

另两项意见分别是加强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的意见和关于小学
生劳动教育的意见。

新华视点

“贪官庸官将睡不好觉”

社会上有句话，污染是大家的，GDP是我个
人的。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标要更多向生态环境
倾斜，这样地方政府才敢于向“财神爷”上市公司
亮出环保法的“牙齿”。

——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能源环保所所长赵立欣

一些部门将审批权取消后，由指定的“红顶
中介”承接，只是将审批权的“红章”从政府部门
的“左口袋”转移到了“右口袋”。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副主
任刘志彪

政府工作报告首提“为官不为”，释放出反腐向
纵深推进的新信号。从现在开始，无论是“腐败任
性”的贪官，还是“碌碌无为”的庸官，都将睡不好觉。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监察局副局长何吉英

当前一些文艺工作者创作重数量不重质量，
相关部门也限时要求艺术家拿出作品，然而文艺
创作没法搞大跃进，没法多快好省。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导演陈凯歌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牛有成委员：

用好“三天”的钱
办好“三农”的事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我建议，用好三天
的钱，办好三农的事。”7日，在政协特邀界别联席
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牛有成对“三农”问题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坚持“三农”重中
之重地位不动摇。“‘三农’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
难，最难的仍然是缺钱。”牛有成一语道出“钱”字。

如何解决？牛有成建议用好“三天”的钱，即
昨天的钱、今天的钱、明天的钱。

“昨天的钱，是指土地资源，我们要盘活这个
沉睡的资产。有数字表明，2010年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约2.5亿亩，与所有城市建设面积相当，但每
年土地给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不足3％，于是
这2.5亿亩的土地成为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
有专家曾估计，农村建设用地价格可能高达130
万亿元，亟待盘活和唤醒。”他详细解释。

“今天的钱，指的是财政的钱，我们要把它用到
刀刃上，通过政府补贴带动民间投资。明天的钱是
指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要创新金融产品，鼓励农
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证抵押贷款。”他说。

牛有成强调，用好“三天”的钱并非易事，这
需要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需要搞好试点、统筹
考虑、综合施策，更需要历史的耐心。

“就像能治一种病的药是好药，能治多种病的
药是止疼片，包治百病的药是假药，药到病除的药
是毒药，希望我们对症下药、选对药。”牛有成说。

议政录

3月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上海代表团会议间隙，曹可凡代表（右）
为王战代表的观点“点赞”。 新华社发

为你
点赞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十八大
以来，反腐风暴持续深入，超过50名省
部级“老虎”落马，被拍的“苍蝇”更不计
其数，涉案金额数以亿计的巨腐屡现。

两会上，代表委员和公众在关注反
腐“成绩单”的同时也有疑问：缴没的巨
额赃款去哪儿了？依据什么样的流程进
行处理？

“新华视点”记者对财政部以及纪
检、法院等相关部门进行了追访。财政
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根据现行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法机关依法对当事人实
施处罚所得的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和
没收非法物品的变价款，全额上缴国库。

问：赃款赃物谁在处置？

随着反腐持续深入，大批贪官落马，
腐败涉案金额屡创新高。除了巨额受
贿、红包礼金，还有的贪官收受了房产、名
贵手表、古玩字画、珠宝玉器等贵重物
品。这些不法收入是由谁在处置？根据

什么样的流程进行处理？
据全国政协委员、凉山州监察局副局

长何吉英介绍，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涉及
的赃款，由检察院反贪部门负责；违纪和
廉政账户资金，由纪委负责；贵重物品，在
经过相关司法程序后，由法院负责拍卖。

从流程看，如果案件由纪委首先介
入，则由纪委先行控制和处理，在移交司
法处理时一并移交司法机关；有的案件
则是由检察院反贪部门直接查处，相应
的，赃款赃物由其直接处置。

问：反腐追回的钱都入
国家的“钱袋子”了吗？

根据梳理，反腐追回的钱有三个去
向。

第一，上缴国库。
“新华视点”记者从财政部相关部门

获悉，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执法机
关依法对当事人实施处罚所得的罚款、
没收的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物品的变价
款，全额上缴国库。

这当中既包括受贿赃款、红包礼金，
也包括赃物拍卖后所得资金。对由纪委
处置的违纪资金，《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

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没收追缴违纪
违法款物管理的通知》也明确规定，必须
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票据，
要按规定及时上缴国库。

第二，退还原单位或当事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介

绍，对于贪污挪用的款项，经法院认定
后，按程序退还原单位。

另外一种情况是，在有的案件中，纪
检部门依法查扣的款项和冻结的资产，
最终未被法院认定为赃款的，将依法退
还当事人。

第三，补充办案经费。
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在上缴国

库后，再由财政部门回拨给办案单位。
但是，各地均没有公开一个明确统一的
办案经费回拨标准和数额。“不公开，就
容易滋生新的腐败问题。”黄京平说。

问：赃款是否会被截流？

有代表委员提出担心，在上述三个依
法依规的流向之外，这么庞大的资金有没
有被违法截留、侵占、挪用，流向“灰色地
带”？一些法律界人士指出，在处置赃款赃
物过程中，过去存在两种不规范的情况。

一是登记不清，赃物离奇消失。一
位法院执行法官告诉记者，随案移送是
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坚持的原则。
但如果对贪官家里进行侦查扣押款物
时，对一些款物都不予登记，那么到下一
个司法环节，这些款物都难觅踪影，很难
找到了。这正是在重庆打黑中出现“黑
打”甚至贪污的原因。

二是办案返还提成。上世纪80年
代，由于政法机关办案经费缺乏，一些地
方曾出台规定，在财政机关核准后，罚没
收入可以返还20％至30％，这导致司法
机关陷入逐利的倾向。

何吉英说，在中央规范涉案资金管
理之前，在一些地方确有“办案返还提
成”的做法，但现在已经得到了规范。过
去办案涉及的赃物登记不清、处置程序
不规范的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现在办
案中，必须当着涉案人员家属面清点核
对，并作出赃物登记清单。

2014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
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
见》。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我国刑法、刑事诉
讼法对涉案财物处置都有规定，但执法

司法实践中涉案财物处置工作随意性
大，保管不规范、移送不顺畅、信息不透
明、处置不及时、救济不到位等问题突
出，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严重影响
司法公信力。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明确提出“规范查封、扣押、冻结、
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

问：监管如何落实？

不少代表提出：“贪官的赃款赃物多
侵吞国家和搜刮百姓而来，国家的钱也是
取之于民，如何让老百姓从高压反腐中获
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有没有用回民生？”

财政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修订完善罚没财务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罚没财务处理处置，完善中
央与地方罚没收入分配政策，严格实行
罚缴分离和收支脱钩管理。

实践中，有的地方纪检机关已不定
期晒出了反腐涉及资金的情况。全国人
大代表张育彪建议，国家可出台有关规
定，要求各地定期公开资金数额和流向
情况，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让反腐追回的
赃款赃物“晒”在阳光下。公开是最好的

“防腐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