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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作家张一一（本名

张义）在其新书《带三只眼看国
人》出版时，在微博公开发布悬
赏广告， 承诺挑出一个错奖赏
1001元。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白平认为该书存在172处错误，
将张义诉至法院索要悬赏奖金
17万元。7月10日， 此案在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法院认定书中存在18处知识性
错误， 判令张义向白平支付报
酬18018元。（7月10日法制日
报）

当年这事其实比较火，微
博上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山西大
学文学院教授白平，对“赖账”的
张一一颇为不满， 所以法院的
此次判决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此次法院判决之所以获得
众人支持， 原因就在于其审理

过程对多方面的因素进行了综
合考量， 且实事求是地做出了
合理认定。 这个认定和判决呼
应了舆论要求“信守承诺”的态
度，将公共领域进行的“公开悬
赏” 以法律的方式督促实现，所
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言而
无信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更
是对社会诚信的保护和捍卫。

作家阎崇年曾经以“一字
千金” 的承诺悬赏他人给自己
的文学作品挑错，最后却赖账，
而张一一在此基础上承诺绝不
会像阎一样当“可耻的老赖”，
这种在公共场合的悬赏与允诺
行为其实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这也就意味着必须“言必行，行
必果”，如果做不到，就需要司
法来保证法律效力的实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
的规定， 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
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
酬， 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
赏人支付报酬的， 人民法院依
法予以支持。 虽说最终在判决
中悬赏兑现的金额与白平讨要
的金额相距甚远， 但由于这是
在包括了“尊重作者的写作自由
和创新”、“结合作者的写作目
的、语境等”的综合考量下作出
的判决，因此是公允和公平的。

其实这个案子判决的最大
意义在于， 警示公民在公开悬
赏时既要量力而为， 也要在悬
赏之后信守承诺， 具备法律效
力的悬赏不是开玩笑， 而是要
负法律责任的。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公开“悬赏”可不是说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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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0日讯 最近，省统
计局民意调查中心围绕“乡村振
兴” 主题， 随机调查了26个县市
104个乡镇416个行政村。调查发
现， 我省行政村基础设施状况大
幅改善，公共服务能力较大提升。
在被调查的行政村中， 在村企业
数量少，规模小，近半村无企业，
近半劳动力在外务工， 还存在农
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

据了解， 本次调查的416个
行政村中， 共有村民小组8146
个， 住户268041户， 人口总计
1056246人。其中，劳动力556552
人，占人口总数的52.7%。劳动力
中，外出务工（经商）人员272898
人，占全部劳动力的49.0%；本地
就业283654人，占全部劳动力的
51%。 其中， 本地从事农业人员
208000人， 占全部劳动力的

37.4%， 在本地从事非农行业
75654 人 ， 占 全 部 劳 动 力 的
13.6%。

这416个行政村， 共有企业
1243家，平均每村2.98家；完全无
企业的村204个， 占全部调查村
的49%。其中，村办集体企业共70
家，占全部企业的5.6%，平均每
村0.2家；调查的416个行政村中，
有村办集体企业的村53个， 占全
部行政村的12.7%。

调查显示，有三成（128个）
行政村近三年来没有来自上级政
府部门的农业产业投入。 大量农
村劳动力进城就业， 子女随迁生
活就学， 年轻人不愿返乡就业生
活，造成了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
题， 有的村庄只有40%的户籍人
口在本地生活。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通讯员 彭铁桥

本报7月10日讯 7月8日，
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岳阳
市连续开出湘环督岳督〔2018〕
2号、3号、4号督办单，对岳阳市
铁山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存
在问题、 岳阳市畜禽养殖污染
整治存在问题以及岳阳市华容
县虎尾山垃圾填埋场、 鼎山垃
圾填埋场均存在渗滤液超标排
放的问题进行督办。

此前，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已向岳阳市开出1号督办单，对
岳阳市花果畈城市生活垃圾填埋
场所存在污染问题进行督办。

垃圾填埋场蚊蝇乱飞
相关部门慢作为

自6月22日省第三环境保
护督察组进驻岳阳市以来，截
至7月4日， 花果畈城市生活垃
圾填埋场污染被群众电话投诉
已累计达到45人次。

经督察组现场调查核实，

该垃圾填埋场存在超期、 超负
荷运行一年多， 填埋区已超出
设计容量，进场垃圾超高堆放；
填埋堆放作业区未采取有效措
施灭蚊蝇、 除臭， 现场蚊蝇乱
飞； 因施工导致渗滤液导管破
损后未及时修复， 致使渗滤液
长期渗漏。

早在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
期间， 岳阳市就已经发现花果
畈垃圾填埋场存在的严重污染
问题， 但一直没有及时采取有
效整治措施。对此，省第三环境
保护督察组要求岳阳市在收到
督办单之日起15日内制定整治
方案， 于今年年底前完成污染
整治工作。同时，要求岳阳市对
相关部门的慢作为、 不作为行
为进行调查处理。

44件（次）污染投诉
涉及畜禽养殖

根据群众举报， 督察组在

岳阳市经开区等地发现多家位
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内的生猪养
殖场。经过检查组现场检查，多
家生猪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均
较简陋，甚至缺失，养殖废水直
接外排，污染严重，甚至直接造
成水体黑臭。

数据显示，督察组进驻以
来， 截至 7月 5日已有 44件
（次） 涉及畜禽养殖的污染投
诉。此外，2017年中央环保督
察就已指出，洞庭湖区是我国
重要的生猪生产基地，年出栏
量近2000万头， 但治污设施
普遍简陋， 污染问题较为突
出。但直至目前，岳阳市畜禽
养殖污染严重的情况没有得
到彻底改观。

鉴于此， 督察组要求岳阳
市迅速彻查禁养区内规模化养
殖场的情况， 限期2018年年底
将全市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
和专业户全部淘汰关闭到位。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黄昌华

本报7月10日讯 党员和公
职人员办婚宴，请多少人，办多少
桌才不算超标？ 记者从今天召开
的“全省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暨推进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视频会议” 上获悉，《关于
在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的工作方案》于日前公布，
“方案”对党员和公职人员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进行了严格规定，还
向城乡居民发出了文明节俭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的倡议。

党员、公职人员：
婚宴不超200人，葬礼从简

为有效遏制大操大办、 厚葬
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全省
党员和公职人员需要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带头抵制不良风气、反对
铺张浪费。

根据规定， 相关人员不准大
操大办婚丧和其他喜庆事宜。除
婚礼、葬礼外，其他喜庆事宜禁止
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以外
人员参与。婚礼宴请不得超过200
人(20桌)、婚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
的不得超过300人(30桌)，葬礼一
律从简操办、控制规模，不准收受
或者变相收受任何单位和亲戚以
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

此外， 每一位党员和公职人
员需签字承诺文明节俭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不得授意他人为自己、
自己直系亲戚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及其他喜庆事宜， 不得违规参加
他人操办的婚丧喜庆事宜， 不得

向他人赠送礼金礼品。
如果党员或公职人员违反了

相关规定，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
对其进行严肃查处，并通报曝光。

广大群众：
亲戚以外人员随礼不超200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我省也对
其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进行了倡导。

结婚彩礼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5万元，不哄抬“天价”彩礼（聘礼）
和嫁妆， 亲戚以外人员随贺礼最
高不超过200元，宴请招待最高不
超过20桌（200人），办酒席不超过
1天。反对组织豪华车队、选择豪
华酒店、上高档菜肴和烟酒，反对
低俗闹洞房等行为， 提倡举办集
体婚礼、家庭婚礼、旅行婚礼等有
纪念意义的婚礼。

对于丧葬活动，一般控制在3
天以内，不违规摆酒设宴、收受亲
戚以外人员礼金。 反对在公共场
所乱搭灵堂灵棚、乱放哀乐鞭炮、
搞封建迷信等扰民行为； 反对乱
埋乱葬、修活人墓、超标准建墓立
碑，提倡火化、节地生态安葬。

对于婚丧以外的其他喜庆事
宜，我省提倡不办酒席。确需办酒
席庆贺的，提倡仅邀请亲戚俭办聚
会，不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的贺礼。

截至7月5日，全省已有216万
多名党员和公职人员签订承诺
书，2万多个村（居） 修订村规民
约，2万多个村（居）成立红白理事
会。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彭保胜 通讯员 何波

我省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方案公布，对党员、公职人员作出严格规定

婚葬礼除外，禁邀亲戚以外人员参与

省统计局：我省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较突出
近半村无企业，近半劳动力在外务工

根据会议部署， 在9月20日前，
我省将合力对天价墓、活人墓、丧葬
用品不明码标价、 乱搭灵棚等18类
殡葬领域的突出问题进行整治。

据介绍， 这些突出问题涵盖
公墓建设运营，殡葬服务、中介服
务及丧葬用品销售， 殡葬陈规陋
习三个方面。 比如改扩建公墓证
件不全的， 违规给活人租售墓穴

的，墓穴面积超标的，墓穴超标准
出售的，利用水泥、石材等固化硬
化坟墓， 还有丧葬用品不明码标
价，违规从事经营性遗体运送的，
以及乱搭灵棚、乱放烟花鞭炮、厚
葬薄养、大操大办等行为。

如果您身边存在相关问题，
可拨打电话（0731－84502267）举
报投诉。

合力整治18类殡葬问题

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连续向岳阳市开出四张督办单
垃圾填埋场恶臭熏天，督促处理慢作为

7月10日，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主体施工完成，该工程是我省对接长江经
济带的重点建设项目。建设船闸的同时补建了鱼道，促进湘江生态补偿。目前，工
程正进行绿化、设备安装等施工，将于10月通航。 傅聪 李立 摄

航电枢纽
立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