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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燃油车退出”成为跨越发展新引擎
□

日前，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工
信部副部长辛国斌透露，针对一些国家已经制订
了停止生产销售传统能源汽车的时间表，工信部
也启动了相关研究，将制订中国自己的时间表。
（9月12日《经济日报》）

“燃油车退出计划”，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截至2016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接近2亿辆，中国
轻型汽车年产销突破2800万辆，汽车给人们生活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气候变化、空气质量产生
了深刻影响。我国提出停止销售燃油车计划，有
助于推广新能源在汽车领域的深度应用，有助于
大幅度减少汽车尾气污染和碳排放，有助于大气
污染防治和减轻雾霾压力，可谓是利国利民的好
事。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燃油车退出计划”必
然引发汽车行业剧烈变革。“停止生产销售传统
能源汽车”，意味着届时所有新款上市车型，都
将为纯电动或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也意味着
现有的2000多万辆传统汽车产能，直接面临着转
型或“退出”的现实选择。对于起步较晚、创新

对家庭暴力行为说“不”
□

孙秀岭
能力较弱、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中国车企来
说，这无疑是巨大震动、沉重压力和强烈冲击。
换个角度看，沉重压力也会成为巨大动力，
强烈冲击也会成为转型机遇。当前，全球汽车产
业正加速向智能化、电动化、新能源的方向转
变，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新能源车
销售也呈爆发式增长。“燃油车退出计划”，不
仅表明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未来市场主流力量，也
让起步较晚的中国车企和国外车企站到了同一条
起跑线上，也给了我国车企超越他人的难得机
遇。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燃
油车退出计划”，无疑是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的倒逼力量。能不能抓住机遇，关键在怎么看、
怎么干。我国车企应当深刻认识汽车发展趋势，

■

漫

深刻认识汽车产品形态和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
深刻认识低碳化、电动化、智能化的汽车发展方
向，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在自主创新上舍
得投入，在转变转型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大量事
实表明，跟随者永远落人之后，创新者才能独占
鳌头。
当然，“燃油车退出计划”也会对消费者造
成一定影响，但消费者不必惊慌。从一些制订时
间表的国家看，完全停止生产和销售并不意味着
之前销售的燃油车就不能上路，政策的施行需要
过渡期。不过，未来购买新能源车肯定是大的方
向。期待中国汽车产业以“燃油车退出计划”为
契机，集中力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抢占新能源
汽车制高点，实现汽车制造“凤凰涅槃”，加快
推动我国由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战略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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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埋病死猪”背后的
监管失责
□

勇

近日，
浙江湖州通报
“偷埋病死猪”
事件，
病死
猪系2013年所埋。截至8日，工作组对发现的3处病
死猪掩埋点全部进行了无害化处理。湖州市公安
部门已对此立案调查，
刑事拘留5名犯罪嫌疑人，
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9月11日
《法制晚报》
）
病死猪身上潜伏多种病原微生物，乱扔或乱
埋病死猪，不仅会污染生活环境、水源，而且危害
人们的健康。
其实，
这不是浙江省第一次发生任性
处理病死猪事件。在2013年，浙江嘉兴养猪户就曾
直接在河流中乱扔病死猪，
流向上海。
从目前公开的案情来看，此次“偷埋病死猪”
事件并不是最近才发生，而是发生在2013年，距今
已有四年之久。
而且，
当地群众曾向相关部门举报
和投诉过，
结果不了了之。
如果这次不是中央环保
督察组亲自过问，恐怕这起已经存在四年之久的
“偷埋病死猪”
事件还不会曝光。
由此可见，
如果当地监管部门能够依法执法，
积极履行职责，
就不可能发生
“偷埋病死猪”
事件。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相比企业为了经济利益偷埋
病死猪行为，更为恶劣的是当地监管部门的失职
失责。
因此，
处理
“偷埋病死猪”
事件，
除了依法追究
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之外，还必须依法追究存在
失职渎职行为的监管部门以及负有责任的领导干
部和工作人员。

□
法。而很多受害者也觉得家暴是家丑，
“ 不可外
扬”，于是就选择了默默忍受，更何况家庭又属
于私人空间，家暴的犯罪事实很难被发现。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暴不再只是“家务
事”。无论是肉体上的折磨、还是精神上的伤害，
对受害者而言都无疑是难以解脱的痛苦，尤其
是时有发生的重伤、杀人等恶性家暴案件更是
极大地危害社会治安、家庭稳定以及妇女儿童
的身心健康，若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和谐稳定
便无从谈起。
对家庭暴力行为说“不”，需要行动。在家暴
临头之时，受害者决不可软弱退让，要勇敢地站
出来，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法律武器来保护
自身的安全，切莫因顾虑太多而沦为家暴的牺
牲品。各地司法机关应将立法赋予的权利、司法
严惩家暴犯罪的制度安排广泛传递，加强执法，
对施暴者“零容忍”，让法律的“钢牙”亮出来，为
家暴受害者撑起法律的保护伞。各地基层政府
相关部门应建立起防范家庭暴力的社会综合体
制，加强道德宣传和法律法规教育，加大《反家
庭暴力法》法律普及力度，提高全民素质，扭转
人们的错误认识，使反对家庭暴力的观念深入
人心，责任部门应及时有效地处理家庭暴力突
出矛盾及典型案件的化解，切实保障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

何

对“混吃混喝奖”
必须依法追责

潘苏子

据《现代快报》报道，几天前在江苏无锡的
一间出租屋内，26岁的安徽女孩黄某某被丈夫
戴某某虐打致死，施暴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她跟
男同事吃了个饭。目前，该男子已被批捕，警方
正对该案作进一步调查。江苏省妇联回应称，将
加大反家暴法的宣传，面对家暴千万不要忍气
吞声。
近年来，家庭暴力已成公众普遍关注的热
点 问 题 。全 国 妇 联 曾经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
2 . 7 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 存在家庭暴力，有
16% 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14 . 4% 的
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每年约40万个解体
25%缘于家庭暴力。特别是在离异者
的家庭中，
中，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 . 1% 。因此，为保护家
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防止
家庭暴力继续发生，中国首部反家暴法应运而
生，从2016年3月1日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作为中国首部反家暴法，
该法律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性质和法律责任，让
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有了国法可依。
反对家庭暴力行为，不能止于法律实施。由
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便法律对家暴行
为作出清晰规定，却依然面临施行中的重重掣
肘。现实中很多人抱有男尊女卑的看法，一些人
错误地认为：打老婆、打小孩都是家务事，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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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却还有毕业生在为毕业证发愁。近
日，在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西校区）内的
行政楼台阶上，
林宇等7名今年已经毕业的学生在
等待学校给个说法：
毕业证啥时候能下来？
和林宇
他们有着一样处境的，
一共有355名毕业生。
原本属于学校内部的管理矛盾，最终以扣发
学生毕业证的形式爆发。
对此，
该校东校区招生办
副主任张书建表示，
“ 西校区不配合校本部的工
作，
没有将学生的毕业资格审查相关材料交齐，
我
们这边无法审定学生是否能毕业，所以就无法打

印毕业证。
”
这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理由，
无论东、
西校
区存在怎样的矛盾，
都属于学校内部管理问题，
不
能以扣发毕业证的方式来解决。
毫无疑问，
目前出
现的这种境况已严重影响到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除了学生对学校进行起诉维权外，教育主管部门
不能仅停留在调查上，
而应该启动应急预案，
责成
学校尽快补发毕业证，
并进行必要的行政处罚。
（9月9日
《人民日报》
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张淳艺

9月10日，
宝鸡一网友在微博发文称，
位于宝鸡
市居然之家世纪荟萃店内的懒家婆家装公司对未
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集中胸前举牌
“混吃混喝奖”
拍照，并勒令其他员工在朋友圈中转发照片。据
称，
这些未达到销售业绩的员工还要接受体罚，
男
的做两百个俯卧撑，女的做两百个深蹲。
（9月12日
《华商报》
）
近年来，一些企业频频曝出各种侮辱员工的
奇葩惩罚，此次举牌“混吃混喝奖”拍照并转发朋
友圈的侮辱性惩罚行为，
让员工很受伤，
不仅起不
到任何激励作用，
还涉嫌违法。
我国
《民法通则》
第
一百零一条明确规定：
“公民、
法人享有名誉权，
公
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
诽谤等方
式损害公民、
法人的名誉。
”
业绩考核只是企业的管理方式，不能附加以
体罚、
侮辱等惩罚措施。
根据
《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
十条，员工有权要求企业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
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对此，
工
会应主动介入，
积极帮助员工维权。
同时，
《劳动法》
第九十六条明确规定，
侮辱、
体罚、
殴打、
非法搜查
和拘禁劳动者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十
五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
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让侮辱员工的管
理者付出沉重代价，
其才会真正懂得敬畏劳动者，
企业管理才有可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