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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上也禁烟才是真正的人性化

本报8月16日讯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湖南
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实施情况时强调， 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环境保护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 全面正确贯彻实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协
同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
作， 切实打好生态保护和污
染防治攻坚战。

到郴州、益阳、长沙等地
开展执法检查

8月14日至16日，张德江
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陪同下，到郴州、
益阳、 长沙等地开展执法检
查。 张德江考察了郴州市永
兴县城乡智能环卫垃圾处理
中心、 益阳市高新区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 资阳区长春
镇紫薇村和长沙县农牧企
业， 了解垃圾和畜禽养殖废
弃物处置情况。他强调，要加
快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加强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积
极探索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
处理， 大力推进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 为人民群
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张德江来到郴州有色金属矿
山和冶炼废渣处理企业，他
说， 要切实抓好危险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工作， 着力加强
尾矿库风险预警和管控，坚
决防止危险废物损害生命健
康和财产安全。 在长沙装备
制造和科技企业， 张德江仔
细询问工业固体废物处理等
项目情况。他说，要结合本地
产业发展实际， 打造资源综
合利用基地， 形成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产业链， 着力提
高绿色工业和循环经济水平。

强调夯实基础
把握重点协同推进

检查期间， 张德江听取了
湖南省贯彻实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工作情况汇报。他
强调， 要坚持从生态文明建设
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局出
发， 切实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工作， 提高污染治理法治化
水平。一要夯实工作基础，完善
固体废物监管工作机制， 提高
环保监察执法能力， 强化污染
主体责任， 落实污染者依法负
责的原则，增强贯彻“固废法”
的自觉性， 切实提高全社会的
环境意识。二要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固体废物治理突出问
题， 科学规划和配置危险废物
处置设施建设， 从源头上减少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危害
性， 深入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 全面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三要统筹协调推进，加强政
府企业公众环保共治的协同，
加强政府各部门防污治污政策
的协同，加强固体废物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治理的协同，切
实有效遏止环境污染， 促进生
态环境整体改善。

张德江还前往湖南省人大
常委会机关， 看望了机关干部
职工。

健全法治机制
加快建设美丽湖南

杜家毫在汇报会上说，湖
南高度重视加强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把贯彻实施“固废法”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突出源
头治理，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
进绿色转型发展作为治本之
策；突出法治建设，把加强环境

保护立法、 提高污染治理法治
化水平作为关键之举； 突出主
攻方向，把补短板、建机制、抓
示范作为重中之重。下一步，湖
南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认真
贯彻落实张德江委员长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要求， 按照中央关
于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
决策部署， 针对执法检查组提
出的问题， 进一步加快绿色转
型发展，健全法治机制，严格落
实监管责任， 正确有效实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着力
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加快
建设生态强省、美丽湖南。

许达哲汇报了我省贯彻实
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工
作情况。

■新华社记者 陈菲
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因为在由哈尔滨市铁路局运
营的K1301次列车上闻到了刺鼻
烟味， 却没有工作人员对抽烟者
进行劝阻，准大学生李晶（化名）
将哈尔滨市铁路局告上法庭，请
求法院判决哈尔滨市铁路局赔偿
其购票款102.5元，取消有关站台
及该趟列车内的吸烟区、 拆除烟
具，并禁止在上述区域吸烟，同时
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1元等。李
晶的代理律师表示， 希望能通过
这个案子推动在普通列车上全面
禁烟。（8月16日《北京青年报》）

此案是极具标杆性意义的。
就绝大部分乘坐普通列车的旅客
来说， 对列车上的吸烟现象一般
都是采取忍耐的态度， 即便烟味
熏得人难受， 也没有人会站出来
维护自己的健康权益， 更何况普
通列车还允许烟民在车厢结合处
吸烟，这就更让人产生一种“普通

列车上吸烟合理”的感觉。
但是，普通列车上可以吸烟，

并不代表这就是合理的， 烟是流
动的， 吸烟区的烟势必会飘到车
厢内， 导致其他人受二手烟的危
害， 这实际上已经对他人的健康
造成了影响。 卫生部早在2011年
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中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
禁止吸烟”，列车车厢显然属于室
内公共场所，理应在禁烟范围内。
另外，列车上人员众多，其中不乏
未成年人， 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
护， 我国同样在《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未成年
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饮酒”。

无论是从情理还是从法理上
来看，列车上吸烟都是不合理、不
恰当的，那么，为什么普通列车至
今没有禁止吸烟呢？ 其实在一年
前铁路部门发布升级版的“动车

吸烟处罚规定”时，就有人提出过
这个问题， 当时铁路部门给出的
解释是：“高铁列车车体全封闭且
高速运行， 有烟会引发车辆紧急
降速或停车，普列非全封闭，设置
吸烟区是出于对烟民的人性化考
虑。” 这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
是，对烟民人性化了，将其他不吸
烟的乘客置于二手烟的危害之
下，这是否人性化呢？

如果说人性化，乘坐飞机、高
铁全程严格禁止吸烟， 也没见哪
个人抱怨这一规定不够人性化，
为什么到了普通列车上就需要人
性化地考虑烟民的需求了呢？要
知道，一旦列车上发生火灾，其危
险程度也小不到哪儿去。《北京市
控制吸烟条例》和《天津市控烟条
例》 都明确规定禁止在公共交通
工具内吸烟， 事实上这也是最为
合理和必须的要求， 只是在执行

上显然还没有落到实处。
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禁烟法律

法规， 却因为执行不力而让民众倍
受困扰， 这也证明相关的规定很多
时候都沦为了一纸空文。 此次准大
学生李晶将地方铁路局告上法庭，
这是对“公共场所禁烟不力”的有力
抨击， 也是对自己及他人的健康权
益的最好维护。

今年4月14日世卫组织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发表报告指出， 烟草
消费在中国不仅造成大量人口过早
死亡， 而且其经济代价长远来看也
是中国所无法支付的， 并且早有权
威数据预测， 中国正在走向肺癌第
一大国的路上。控烟刻不容缓，希望
铁路部门能够从这一诉讼中吸取教
训，堵上普列可以吸烟的口子，把公
共场所禁烟落到实处， 让更多的乘
客不再受二手烟所害。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8月16日讯 今天下午，
全省诚信建设推进会在长沙召
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
振红强调， 要不断完善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机制， 建立社会主体
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
体制机制。

此次会议是为了深入贯彻落
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的指导意见》及我省《实施意
见》，落实中宣部、最高法在江西
南昌召开的“推进诚信建设制度
化，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现场交
流会议精神。

蔡振红表示，“人无信不立，

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要切实
提高对诚信建设极端重要性和紧迫
性的认识。要厚植诚信文化，加大宣
传力度，广泛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增
进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加强“一库一
网一平台”（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信用湖南”网站、湖南省信用信息
共享交换平台）建设，健全诚信“红
黑榜”“失信被执行人发布” 等信用
信息发布平台。 通过严格监管和严
厉惩戒，让失信者寸步难行；通过正
面褒扬激励，使守信者一路绿灯。各
级各部门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努
力构建完善高效的诚信体系。

会上， 省高院公布了一批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记者 李国斌

张德江在湖南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时强调

切实遏止污染促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建立不愿失信不能失信
不敢失信的体制机制

8月14日至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湖南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
施情况。这是8月14日，张德江在郴州钖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详细考察危险废物处置情况。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