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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革命”既蕴藏企业的市场空间，又指明了产业的升级方向。我国还不是制造强国，

品种结构、产品品质、品牌培育等方面尚有较大差距。只有每个人都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

只有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以“ 品 质 革 命 ”促 转 型 升 级
王 晋

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

出，促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立足大众消费品生产推进“品质革

命”，推动“中国制造”加快走向“精

品制造”，赢得大市场。对这一战略部

署，业内反响热烈。“品质革命”既蕴

藏企业的市场空间，又指明了产业的升

级方向。

推进“品质革命”迫在眉睫。我国

是制造业大国。据统计，我国生产的消

费品中有 100 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首

位。其中，家电、制鞋、棉纺、化纤、

服装等产能占全球 50%以上，轻工、纺

织出口占全球 30%以上。但毋庸讳言，

我国还不是制造强国，消费品有效供给

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品种结构、产品

品质、品牌培育等方面与消费者的需求

尚有差距。一个最为显见的例子就是国

人在海外的“买买买”。据淘宝全球购

发布的 《十年海淘报告》 显示，从 2005

年到 2015 年，国人海淘版图逐年扩大，

足迹已超 100 个国家和地区，海淘品类

从奢侈品向护肤品、电饭煲、马桶盖等

日用品扩展，超过 200 万款。这意味

着，如果国货的品质不能提升，就会失

去巨大的市场。

推进“品质革命”，需要企业家勇于

担当。企业家要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

上的经营理念，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

惑，千方百计做好产品，全心全意追求精

品，以制度保障产品品质，打造百年品

牌。张瑞敏砸冰箱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

详，如果没有对质量的坚守、没有近乎严

苛的标准，也许“海尔”这个品牌早已消

失。“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坚守这一

信念，海尔不仅站稳了国内市场，还不断

开拓国际市场。只有心怀高远，才不会

急功近利，才能把产品品质做到极致。

推进“品质革命”，需要万千劳动

者共同努力。无论多么高精尖的产品，

都离不开平凡劳动者的精益求精。工业

消费品涵盖轻工、纺织、食品等五大工

业门类，这些行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提升相关产品的品质既关乎产业，

更关系民生。只有每个人都传承和弘扬

“工匠精神”，只有每个环节都严格把

关，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才能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推进“品质革命”，还需要政府部门

的保驾护航。谈到创新，不少企业家最

担忧的是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虽然

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但不少

有品质的产品推出后，山寨产品紧随其

后，大摇大摆占领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

良币的现象。这让一些企业失去了创新

的勇气和投入的耐心。要让企业坚守品

质，让消费拥有品质，政府部门要继续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出重拳打击假冒

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让有品质的

产品占领市场，淘汰品质不佳的产品。

推进“品质革命”意义重大，它关

系到“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关系到中

国经济转型升级。如果各行各业不能加

快提质增效，不仅无法满足转型升级的

国内需求，同时，也不能应对来自国际

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也要看到，推进这

项战略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切实努力，

持之以恒才能见到实效。

产业化延伸沙地“绿线”
陈 力

如何实现保障国家税收增

长能力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的辩证统一，是税收征管长期

面临的课题

营改增全面覆盖到服务业

等各行业之后，税收征管必须

打破常规，回应纳税人的关

切，消除纳税人的痛点，为纳

税人尽量提供简便化、高效

化、精准化的服务

营改增倒逼税收服务补“短板”
傅光明 付博文

为婚丧嫁娶划“红线”有必要
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但操办“过了头”“走偏了”可

能就犯错了，目前有必要划一道“红线”。到底这“红线”
在哪里，党员干部到底能不能办、怎么办？不少地方结合
本地实际予以细化。例如，浙江杭州市余杭区纪委和区
委组织部日前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党员干部报告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的通知》，据悉这是杭州范围内关于
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最详细规定。

【短评】 婚丧嫁娶符合人之常情，但也应合理适度。

各级纪检监察部门通报过不少党员、干部违规违纪操办

婚丧嫁娶的案例，有的借机敛财，有的铺张浪费，有的滥

用公家车辆，群众对此反映强烈，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了

警钟。出台有关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的具体细则，划

出清晰的制度“红线”，一方面，能让党员干部在操办婚丧

嫁娶时有章可循，从而有效避免违规违纪；另一方面，也

警示一些人不能借机进行利益输送。这对于预防因党员

干部操办婚丧嫁娶而滋生的腐败，具有很好的监督、预防

作用。

严把保障房质量关
入住仅两三年的经济适用房，没想到质量问题频

出。据媒体报道，位于甘肃兰州市大砂坪的金砂茗园小
区（城关区砂坪村经济适用房）近期地基下沉，墙体和
阳台框架出现裂缝。

【短评】 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实施的

“民心工程”，其好坏直接关系到困难群众的居住质量。

然而在一些地方，近年来保障房质量问题频发，成为百

姓的“伤心工程”。尽管保障房价格要低于市场价格，

在建设投入上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在设计上和施工中不

能降低质量标准，要有同样严格的监理、验收要求。如

果开发商粗放操作乃至偷工减料，很容易出现质量问

题，损害群众利益。兰州城关区砂坪村经济适用房的相

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但不论原因为何，为了确

保把好事办好，相关部门都应该加强监管，严把保障房

的质量关。

“旅游法庭”有助游客维权
据报道，贵州近日设置12个景区“旅游法庭”，根

据旅游纠纷涉及面广、异地发生、标的额小等特点，积
极运用小额诉讼等程序规定，依法快立、快审、快结，
依法审理游客维权案件以及化解与旅游有关的各类
纠纷。

【短评】 近年来，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游客

之间、游客与旅行社之间发生矛盾和纠纷也日益增多。

设立“旅游法庭”，通过实地办案受理相关民事纠纷，

诉讼等成本较低，是便捷和易接受的方式，有利于维护

游客合法权益和景区的正常秩序。同时，“旅游法庭”

第一时间立案、实地办案，可有力地打击侵害游客权

益、对游客实施坑蒙拐骗的行为，让违规者付出更大的

违法成本，从源头上减少侵害游客权益现象的发生，促

使旅游业的管理步入良性轨道。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

来 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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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护好耕地来说，我们要坚守 18 亿亩“红线”。

对于全国 16 亿亩沙地而言，重要的一环则是通过产业化

扩张“绿线”。

沙产业理论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破题，30 多年来，

这一理论已经在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市

的沙区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的绿色篇章。在内蒙古，大的沙

产业龙头企业已达 50 家，年产值接近 500 亿元。沙柳、柠

条、梭梭、甘草、苁蓉、锁阳、苦豆子、沙棘、枸杞、山

杏、文冠果、螺旋藻、沙地葡萄、沙地水稻等，已成沙地

里一道道绿色风景，原材料、深加工、销售端形成链条，

成为沙区经济的支柱产业。

换一种眼光看沙漠，就会升级“绿线”理念。我国的

8 大沙漠、4 大沙地，除了一部分属于史前沙漠以外，其

余大部分在历史上都曾水草丰美，只是由于人为的破坏和

风沙侵袭等因素才成为不毛之地。照方抓药，人为破坏的

地方很有可能人为修复。同时，可以通过产业化拉动，

“反弹琵琶”推进生态建设。这方面，沙柳就是很好的例

子。作为防风固沙的优质树种，沙柳具有抗风沙、耐干

旱、易生长的特点。过去，老百姓偶尔将沙柳作为薪材使

用，没有种植管护的积极性，导致大片沙柳自然枯死。而

且，沙柳需要在 10 年之内平茬 （一种树木修枝方式） 一

次，否则就会枯死。而 3 到 5 年平茬一次最好，平茬过后

的沙柳会以 8 倍的速度萌蘖生长。沙产业龙头企业用沙柳

搞养殖、造纸造板后，沙柳身价倍增，老百姓主动平茬、

主动种植，迅速染绿了沙漠。

向沙漠集成技术，就会扩大“绿线”成果。创建沙产业

等新型产业，就是要发展农业型高度知识密集产业。目前，

在沙漠变绿最早的甘肃和沙漠变绿最多的内蒙古，都遵循

了“多用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产业技术路径。

从东到西，我国的沙漠沙地降雨量呈递减趋势，在降雨更少

的地方让沙漠增绿、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更需要集成、创新

节水、光合、种植、养殖、分解、加工等一系列高端技术。比

我国西北沙区自然条件还要恶劣的以色列，他们在沙漠上

开发出现代农业，把沙地变成了欧洲的“厨房”。他们重视

科技、治理沙漠的发展思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点点 评评 据报道，吉林省将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及套取、骗取社保基金

以及隐匿、转移、侵占、挪用基金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并拟制定社会保险欺诈犯

罪特征模型。社会保障有助于保基本、兜底线，涉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要及时准确地发现社会保险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查处时严惩不

贷，让那些敢对此打歪主意的人“吃不了兜着走”。 （时 锋）

重 拳 出 击

今 年 的 5 月 12 日 ， 是 我 国 第 八 个

“防灾减灾日”。看似遥远的自然灾害，

其实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远。随着我

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人口更加密

集，灾害风险和隐患也不断加剧，范围

不断扩大。

近年来，国内一些城市相继发生城市

内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地出现“城

市看海”，部分城市甚至“逢雨必涝、逢涝

必瘫”。最近我国多地遭遇恶劣天气，江

南、华南、西南部分地区连续遭受强降雨

袭击，持续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滑坡、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

很大影响。因此，增强防灾预警能力，提

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就成为构建社会公

共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关系你我他的

民生大事。

当前，我国灾害预警系统建设仍然处

于起步阶段，灾害监测预警、工程防御、信

息化建设、物资储备、应急装备等综合防

灾减灾能力建设不同程度存在短板。尤

其在社区这一防灾减灾的终端环节，信息

规范性、灾害信息员和传输设备方面都与

灾害预警的迫切需求有着显著差距，严重

制约了防灾减灾能力的提升。如何准确、

快速、全面地发布预警信息，动态沟通和

快速上报灾害风险，让政府、企业、公众针

对预警信息及时调整行为应对灾害，是当

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影响防灾减灾

“最后一公里”通畅的突出障碍。

从提高群众防灾减灾的信息素养来

说，“防灾减灾日”不应该简单视为一个普

通的宣传日，还应该赋予其实实在在的行

动。过去，我国开展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大多停留在枯燥的理论灌输和空洞的形

式上，反而容易让人们感觉陌生。如今，

有关部门已经有意识地建立开展防灾减

灾宣传教育活动的长效机制，变被动宣传

为主动引导，从枯燥的宣讲转变为形式多

样的教育实践。比如，用广播体操的方式

教孩子们掌握遇到灾情时的正确逃生方

法；邀请专业的医疗人员进行应急救护讲

座，传授应急救护知识和现场救护技能；

以城乡社区、学校、机关、厂矿企业等为平

台组织开展人员疏散和搜救、信息共享等

预案演练活动。当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应

急能力得到提高后，即便灾情来临，群众

也能做到有的放矢、心中有数，更好地保

护好人身安全。

客观准确传递灾情信息同样重要。

一些网上传递的失实灾情信息，可能会引

发社会恐慌。及时、权威的灾情信息披露

机制，是应急处置突发事件中消除民众恐

慌的“定心丸”。这就需要各部门增强科

技支撑水平，加强会商研判，随时掌握灾

情发生、发展趋势，及时有效发布预警信

息。要让防灾减灾信息成为人们的行动

指南，增强广大民众识险避险、自救互救

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的科学化和法制化水平。

翟桂溪翟桂溪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畅通防灾减灾“最后一公里”
韩秉志

当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应急能力得到提高后，即便灾情

来临，群众也能做到有的放矢、心中有数，更好地保护好

人身安全

随着营改增改革全面实施，资源税改

革接踵而至，其他税制包括个人所得税改

革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些新的税制改革，

都对现行税收征管法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和新的要求。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自 2001 年修

订以来，对于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

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

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是，税收征管体制仍然存在不统

一、不协调、不便利的问题，对纳税人权益

保护不够、涉税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税收

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等问题依然存

在。如何实现保障国家税收增长能力和

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辩证统一，是税收

征管长期面临的课题。

营改增全面覆盖到服务业等各行业

之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要求严格程度远

高于营业税，税率复杂细致，工作量极大

增加。税收征管必须打破常规，回应纳税

人的关切，消除纳税人的痛点，为纳税人

尽量提供简便化、高效化、精准化的服

务。如进一步简政放权、精简税收登记、

申报、税款缴纳、税收检查、税收纠纷和违

法处理等方面的程序和环节；精简各种不

必要的税收报表填报；提倡国地税机构合

作，实施一窗式联合办税，一站式服务。

随着营改增的全覆盖，纳税户大量

增多，税务人员紧缺，工作量增多。纳税

人对税务机关尽快取消纸质办税的愿望

强烈，希望加强信息化、网络化、电子化

的税务管理，并覆盖到所有的税收登记、

申报、税款缴纳甚至包括税收争议纠纷

的处理。如现行机关事业单位的个人所

得税网上办理的平台欠缺，办税不方便，

因此，网络平台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以适

应各个层次的纳税群体的申报和缴税的

需求。

税收征管要补“短板”，既要加强对纳

税人“收”税的服务，更要重视对纳税人

“支”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服务。要改变少

数地方出现的国家出一批税收优惠政策，

就出一批中介服务的现象。如有的企业

享受嵌入式软件产品收入退税，于是一些

中介机构找上企业服务，退税后按照 17%

收取代理费。企业增加了负担，对此也不

满意，还易产生腐败行为。因此，对于税

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应由税务部门直接办

理，必须请代理机构办的，也不能违规收

取企业的费用。

税收征管要健全法治化、程序化管

理。特别要重视纳税人各种诉求的回应，

加大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种税收纠纷的

调处。现在学术界对取消税收复议前置

呼吁较多。事实上，由于税收征管的特殊

性，复议前置模式在世界上是普遍的做

法，也是人性化的管理。同时，对于行政

复议、诉讼和要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工作要

不断改进优化，配备专门人员加强税收复

议工作，保障纳税人的合理诉求。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征

管法应当进一步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制

度，让纳税人有更多的获得感，如切实保

障纳税人的税收法律政策的知情权、索

取收据或清单完税凭证权、陈述申辩权、

依法要求听证权、委托税务代理权以及

控告检举权等。应逐步建立纳税人的税

收法律救济制度，构建征纳双方的和谐

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