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东客

住房和建设部近日发布《住宅项目规范(征
求意见稿)》，要求“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
进行交易”。消息一出，大快人心。

紧接着有媒体报道称，《住宅项目规范 (征
求意见稿)》不是交易法规，只是技术规范，约束
的是工程建设行为， 约束对象是住宅项目的建
设单位， 因此 “取消公摊面积”“按套内面积交
易”是误读。公众的期待似被泼了一瓢凉水。

在这则新闻背后， 是广大购房者面对商品
房公摊面积“明知不合理，却无选择权”的焦虑、

无奈和对于“取消公摊面积”的强烈期盼。当前，
商品房“公摊面积”可谓套路多多：一方面，公摊
系数无比例限制。 一套房子究竟该承担多大的
公摊面积？国家只有原则性规定，并无比例上的
要求。 由此带来的是住房公摊面积比例从百分
之十几到百分之四十几不等，甚至出现过52%的
“最牛公摊系数”；另一方面，公摊面积计算不透
明。什么应该算公摊面积，什么不应该算公摊面
积，基本上由开发商说了算。不良开发商则往往
利用信息不对称加大公摊面积，让购房者埋单。

规范“公摊”计价，首要在于有法可依。关于
“公摊面积”问题，相关规范文件只有1995年原

建设部的 《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
积分摊规则(试行) 》，至今已有24年，严重落后
于房地产业发展。解决“公摊伤民”问题，说到底
就是要修订相关法律、明确界定标准，当然，这
是个庞大的工程， 真正实行开来需要较长准备
期。短时间内，赋予购房者选择权和知情权，公
摊面积做到公开透明，不让开发商自说自话，是
题中应有之意。

市场监管部门也不能失声， 应致力于恢复
消费者与开发商及物业公司之间的公平交易秩
序。开发商更应认清形势，在“房住不炒”的主基
调下 ， 自觉向不合情理的 “公摊面积 ” 说再
见———目前，广州、北京等地已开展按套内建筑
面积计价的探索。从长远看，告别“公摊”计价，
更有利于健全市场。

误读背后是告别“公摊伤民”的强烈期盼

杨维立

2月23日，浙江淳安下姜村招聘职业
经理人，三大亮点引发舆论关注：一是打
破区域限制；二是高薪引才，为职业经理
人开出了18万元年薪，且上不封顶；三是
放开年龄限制。 参加招聘考试的15位人
才来自浙江、黑龙江、河南、江苏等地，有
的从事酒店管理，有的深耕生态农业，有
的来自互联网领域。

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
村产业升级正广泛面临人才瓶颈。下姜村
此举是吸引人才下乡的一次积极探索。

当前，农村经济组织由本村、家族内
部人员经营管理较为普遍，其中用人论资
排辈、内部关系盘根错节、庸俗风气盛行
等“近亲繁殖”劣势不容忽视。鉴于此，应
注重“去行政化”“走市场化”，可尝试公开
招聘职业经理人，挑选真正的“千里马”参
与乡村振兴，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以
乡村旅游为例，职业经理人懂市场、懂经
营、懂文化和经营的融合，可以帮助广大
村民跳出“三个臭皮匠硬充诸葛亮”的尴
尬局面，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管好用好职业经理人并非易事。首

先，需正确处理村支“两委”与职业经理人
的关系。村支“两委”应及时更新观念，积
极适应新角色，积极支持职业经理人大展
拳脚，切实做到“到位不越位、尽职不越
权、参与不干预、帮忙不添乱、服务不代
替”；二是建立清晰的监督机制。要参照现
代化企业管理模式， 建立完善公司规章，
让职业经理人拥有充分经营管理自主权
的同时，监督措施也要同步跟进。村支“两
委”要瞄准“公司财务、重大决策、大额投
资”等关键环节，划清监督边界，强化出资
人日常监督， 既要防止监督的手伸得过
长，也要防止监督的力度不足；三是完善
业绩评价体系。 应分解公司发展目标，把
职业经理人的职责与要达成的目标相结
合，把每项重点任务落实到职业经理人的
绩效评价中去，将阶段性评价与终结性评
价相结合，及时兑现奖惩措施。

不光是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农村
经济要快速发展，同样离不开优秀人才。
期待下姜村试水“职业经理人”的改革新
举措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由此产生的示
范作用能“以点带面、举一反三”，推动完
善乡村人才引进使用机制， 从而拓宽专
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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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东

备受关注的 “福州男子救人反被
拘 ”的最终结果令人欣慰 。去年12月26
号晚上 ， 福州市民赵宇听见楼下一名
女子呼喊 “强奸 、救命 ”之后 ，前往制止
侵害行为 ，与施暴者搏斗 。不想 ，对方
报案获得了重伤二级的鉴定 ， 赵宇却
被当地公安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拘14
天 。 不少人牵挂着这起案件的处理情
况———先是移送审查起诉 ， 继而福州
市晋安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赵
某的行为属正当防卫 ， 但超过必要限
度 ，造成了报案人李某重伤的后果 。鉴
于赵某有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 为弘
扬社会正气 ，鼓励见义勇为 ，综合全案
事实证据 ，对赵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
一次，英雄没有流血又流泪。

法律界有句名言 :“当刀子高高举起
时， 不能要求防卫人作出分寸适当的反
应。”从宝马男被反杀案中检方认定防卫
者不负刑事责任， 到最高法适时出台防
卫过当的认定标准， 以及最近的这起小
伙见义勇为被拘留， 检方不起诉———优
先保护正当防卫者的法律精神， 正在司

法实践中日益彰显。 法律不能苛求每个
防卫者都是黄飞鸿，对穷凶极恶者“点到
为止”，努力让公众的正义期盼与法治实
践相统一，就是在为社会正义撑腰。

见义勇为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目
前我国国家层面也没有出台专门规制见
义勇为的法律法规， 在法律上与见义勇
为接近的概念是正当防卫。 一直以来，
“正当防卫认定” 都是法律实施的难点。
福州“见义勇为反被拘留案”的反复、宝
马男被反杀案引发舆论关注， 说明正是
因为缺乏明确标准， 正当防卫者往往有
身陷囹圄之忧。 让优先保护正当防卫者
的善法设计从理想状态落实到每一个具
体个案之中， 还有待相关各方进一步努
力。

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
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工作规划》，重点指出要适时出台
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
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去年12月，最
高人民检察院也发布了12批正当防卫的
指导性案例。基于此，惩恶扬善的“赵宇
们”会更有力量，个案正义才会走向制度
正义。

边查边建
暴露执法乏力

“秦岭别墅”事件余波未了，石家庄“削山造
地建别墅” 又浮出水面。 更耐人寻味的是，自
2013年5月9日至事发生前的2019年2月10日，当
地多部门曾针对违法建设和违规销售行为进行
查处累计达40多次。违建不是没人管，只是边查
边建，直至建成占地1800亩的规模。

违法建筑之所以“野蛮生长”，暴露出相关
责任部门执法不严、方法过于简单、解决问题不
彻底。 执法无力到底是缺乏执法手段还是压根
没有穷尽力气？答案常是后者。很多“老大难”问
题一旦引起充分重视或者引发舆情， 立马就得
以解决了。 图/文 朱慧卿

个案正义不是终点，更需制度正义

为乡村招聘“职业经理人”点赞

吴学安

2月22日晚上，金融从业者的朋友圈被中央
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消息刷屏。 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 将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我国金融
改革实践的探索有机结合， 对我国金融业的健
康发展作出了系统安排、科学谋划和战略部署，
是当前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当前我国金融形势良好、金融风险可控，但
也应清醒认识到，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
力、 服务水平还不完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
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如何将金融工作
落到实处？ 就是要努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需要， 致力于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

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
对于城市发展而言，“脱实向虚” 可谓是当前

的最大痛点，相当一部分资金在虚拟经济中空转，
融资难、 融资贵成为困扰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
顽瘴痼疾。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本大量
逃离实体经济，那么资金就没有进入生产领域，就
没有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在虚拟经济中空转套利，
这不仅会推高资产价格泡沫，更会积累金融风险。
因此，为实体经济服好务是我国金融业的天职，也
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性举措。

而在农村经济中，贷款难、贷款贵、贷款繁，也
是“老大难”问题。有的农民合作社申请贷款，“手
续都全，但贷款迟迟下不来”；有的扶贫项目，因贷
不到款，不能扩大生产规模，有订单不敢接；有的

农户，“连跑几十家融资公司，没融到一分钱”……
农民在干事创业过程中面临着种种融资难题。避
免让资金问题成为脱贫致富的拦路虎，为“三农”
提供覆盖面更广、 品质更高的普惠金融服务，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维护金融安全同样是治国理政的大事，金
融机构自身也需加强风险防范意识。 过去一些
金融机构把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简单等同于信用
收缩，不分情况地采取“一刀切”的限贷、收贷、
断贷措施，显然是有失偏颇。同样，强化金融对
实体经济的支持，也不能一刀切、一哄而上、一
阵风，而是要力求一企一策、因事施策，市场主
体才能得到实惠、稳定预期。与此同时，还须大
力防范权力信贷、人情信贷卷土重来。

新闻漫画

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
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