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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保护产权坚定了中国信心

来论 支付宝圈子的大尺度照片不该成为焦点

一些“实权部门”违纪
违规和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整改如何？11月28日，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分组审议了 《关于
201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情况和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结果的报告》。

根据报告， 截止到10月
底， 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绝
大部分问题已得到整改，极
少数整改难度较大的问题仍
在整改之中。 在此次预算执

行审计中， 审计机关共移送案
件线索41件，至今年10月底，已
结案9件。其中免职1人，给予严
重警告处分4人，给予警告处分
9人，诫勉谈话6人。其余32件案
件线索， 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
核查和办理。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六次会议 徐守盛出席

将审议审查13件地方性法规草案
本报11月28日讯 今日上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6
项工作报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
于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 审议、 审查13件地方性法规草
案，审议3项决定草案和有关人事任
免案。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出
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主
持会议，副主任谢勇、刘莲玉、李友志、
陈君文、王柯敏，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
议。省政府副省长、秘书长向力力，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受省政府委托， 省审计厅厅长
胡章胜作了关于2015年度省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情况和审议意见研究处理结
果的报告，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主任张健作了关于全省出生缺陷
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受省政府委托， 向力力作了关
于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常委会法规工作委员
会主任肖迪明作的关于省十二届人
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
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委
员、副秘书长、法制委员会委员梁肇
洪作的关于《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旅游法〉办法（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 草案三审稿进一步明确
了旅游主管部门在推广、宣传、服务
等方面的职责， 加强了对新兴旅游
业态的引导和促进。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委
员、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钟实作的
关于《湖南省财政监督条例（修订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修订草案三
审稿进一步完善了监督内容， 提出
了建立健全财政内部管理制度，明
确了财政监督的方式。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委员张早平作的关于《湖南省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
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 草案三次审议稿进一步加强
了行业自律、消费者组织的监督，增
加了相关禁止性行为， 规定了违反
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法律责任。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彭宪法作的关于提请罢免个别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议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
说明。

会议还听取了拟任人员的任职
前发言。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省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办事机构、
工作机构，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
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 部分在
湘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十二届
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蒋素珍

领导干部站着作报告、
逐步推行无纸化办公……
11月28日， 记者在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会场发现新变化。

领导干部坐着作报告在

各类会议上时常可见。 但是
在28日的会议现场， 记者看
到，报告席撤掉了座椅，换成
了站立作报告。 一位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告诉记者， 坐着
作报告、拉官腔，拉开了干部

和群众的距离， 缺乏感召力。
这次省人大常委会切实改进
会风， 让报告者从“坐下”到
“站起来”， 此举更显亲民，更
接地气。

■记者 吕菊兰

动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
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
意见》（以下称《意见》）27日正式对
外公布， 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名
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

土地使用权到期后房子还
是你的吗？遇上政策不连续，政
府“新官不理旧账”，你该怎么
办？遭遇征用拆迁，产权人如何
维权？ 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利
能够像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一样
获得国家保护么？ 农村宅基地
权益如何保障？甚至，关于所谓
民营企业的“原罪” 问题，《意
见》也给出了对策：遵循法不溯
及既往等原则。 作为产权保护
的顶层设计，《意见》 最大的特
点就是不回避问题， 积极回应

民众关切， 以肯定的答案消除
民生焦虑， 解除社会上关于产
权保护的疑虑， 让兴业投资者
没有后顾之忧。

实际上，《意见》 之所以引
发民众如此广泛关切， 还在于
其以法治化的解决路径切中了
产权保护的时弊。 随着社会的
发展， 产权的内涵正在不断丰
富和扩展，从物权、债权、股权，
到知识产权以及诸如人力资本
产权之类的无形财产权……产
权概念内涵外延都在扩大，说
明民众财富生成、获取、积累的
路径更加多元化， 民众对产权
保护的需求也与时俱进。 但毋
庸讳言的是， 当下我国产权保
护状况不够乐观。 不同所有制

经济产权保护不同等、 公权力侵
害私有产权、 民企资产动辄被违
规查处等现象时有发生， 而公有
产权、国有资产被侵犯、流失的情
况也仍旧存在， 知识产权被侵犯
更是司空见惯。产权保护跟不上，
既挫伤民众创业创富的积极性，
也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造成了不
利影响。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要想国
家经济健康运行，少不了产权制度
这块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建
立完善现代产权制度， 本身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题
中应有之义。 从在农村建立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 到推进国有企
业股份制改革；从将“公民的合法
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

到2007年出台物权法……我国产
权保护的法治进程一直在探索中
前进，而现在中央出台《意见》，对产
权保护进行顶层设计，则表明我国
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
度以及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建立，将
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来， 劳动者成了
有产者，有产者成了创业者，创业
者也可能成为资产者， 人民丰衣
足食，人心思定。《意见》的发布具
有稳定人心，给整个社会提供“定
心丸”“定盘星”的作用。《孟子·滕
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
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
见》的发布与落实，必将令全社会
对中国的前途有恒定的信心。

■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弘毅

近日， 支付宝新上线校园
日记和白领日记的社交圈子功
能，部分用户上传大尺度照片，
网友认为照片或涉嫌低俗，质
疑支付宝有炒作之嫌。 支付宝
方面表示， 目前圈子处于测试
中， 对于发布含有色情等违规
言论的行为， 圈子管理员有权
删除其动态，对账号做禁言，甚
至拉黑账号。（11月28日央视）

社交的重要性可以想见，
无社交不新媒体； 对任何手机

APP来说，无社交难有活跃度。
但是，这年头，做产品必须求创
新，跟着别人走，远不如找到新
的社会痛点。 相比微信朋友圈
主要是个熟人圈子， 微博粉丝
主要是个粉丝经济， 支付宝陌
生人圈子无疑有其独特性。

网络时代交朋友， 往往基
于共同的爱好、共同的需求或者
共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有效
的协作与沟通，需要更多在陌生
人之间展开。所以，未来的社交，

一定是圈子化的，是分层的，一群
完全不同的人聚在一起， 没有社
交可言。可是，我们与有着共同兴
趣爱好的圈中陌生人社交的需
求，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满足。

原因在于陌生人之间缺少信
任， 要让一个社群圈子不再只是
围绕某个中心打转， 而是成员之
间真的能有点对点的相互沟通，
构建信任机制非常关键。 支付宝
的实名机制、信用机制，借助大数
据驱动， 有着天然的优势来解决

这个问题。
支付宝圈子之所以突然能

火， 在于它找到了市场的一个痛
点———基于信用的陌生人社群。
画蛇添足的是大尺度照片， 它的
“上线”，让这种痛点趋于低俗。支
付宝拥有超过4.5亿的实名用户，
通过开发新功能去稳定老用户，
吸引新用户无可厚非， 但该有底
线意识，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只
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舒圣祥

预算执行审计，1人被免职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听取了省政府
副省长、 秘书长向力力作的
《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
议以来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
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和省人
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
委员会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五
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 批评
和意见办理和督办情况的书

面报告。
报告显示， 省十二届人

大五次会议期间， 大会秘书
处议案组共收到代表建议
1250件， 共交由91个单位办
理。目前，所有代表建议均已
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

此外，截至11月中旬，省
人大常委会联工委共收到闭
会期间代表建议35件， 有29

件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另有6
件建议尚在办理期限内， 正在
加紧办理中。

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代
表建议办理结果统计口径，代
表建议所提问题得到解决或计
划逐步解决的占建议总数的
81.2%；因目前条件限制或政策
不允许暂时不能解决的占
18.8%。 ■记者 吕菊兰

1250件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结

现场 撤掉座椅，站着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