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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成地方干部新考场
全中国各地官员每月都在

等待排名。他们想知道自己所在
的城市、城镇和区域排名多少
位——— 不仅是经济表现，还有空
气质量的表现。空气质量排名前
列的地方政府会获得数百万元
奖励，质量最差的地方政府资金
会被削减，干部会被问责。

数十年来，中国地方官员的
职业升迁一直取决于推动经济增
长的能力。但随着环保成为未来
5 年的优先任务，北京正努力改
变增长为先的思维，通过新的绿
色目标来评估官员表现。高调的
治霾战已将空气质量视为带有重
要政治后果的头等环保指标。山

西上月向空气质量改善最明显的
大同奖励 910 万元，对空气质量
最糟糕的晋城处罚 1590 万元。

在 11 月的治污会议上，环保
部负责人强调要将压力传导至地
方干部。维也纳大学中国治理专
家克里斯蒂安·戈贝尔说：“压力
正在增大。中央政府向省级领导
施压，省级领导向市级领导施压，
市级领导向县级领导施压。”

专家警告称，一些官员躲避
棘手的环保工作，因为它们难以
完成，还有些官员试图通过数据
造假来讨好上级。分析人士说，
越来越多中国官员因放任工厂
污染而下马，也对整个官僚体系

发出强烈警示。去年 7 月以来，
纪检队伍分赴全中国各地检查
环保工作，超过 1 . 2 万名官员受
罚。戈贝尔说，环保正成为（中
国）干部的新战场。

但也有些地方对这场行动并
不积极。河北一名环保审计志愿
者说，他曾听到地方官员抱怨加
班和取消节假日休息，以处理被
督察组查出的问题。媒体也曾报
道，一些地方在督察组抵达前关
停工厂，无论是否符合环保规定。

美国史密斯学院中国环境
政策专家丹尼尔·加德纳说：“部
级督察组来到地方，处罚地方官
员，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的

态度。”环保已成为习主席标志
性举措之一。在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他多次提到“环境”和“生态
文明”。

中国去年发布通知，要利用
绿色发展评估体系来评价地方
政府表现。其中 90% 是环保问
题，只有不到 10% 与 GDP 相关。
分析人士表示，尽管北京付出艰
辛努力，但要想让干部们像重视
经济增长任务一样重视环保工
作，还需很长时间。加德纳说：

“（中国）地方官员习惯性地关注
GDP 增长，改变他们的思维习惯
是个挑战。而这正是这场行动的
目的所在。” 据《环球时报》

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日
前相继公布的新晋外籍院士名单，
引发社会关注。外籍院士是否只是
个头衔？他们是怎么被选上的？

“竞争相当激烈，大概有600
多名竞争对手，”新当选的中国
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著名环境
科学和工程教授迈克尔·霍夫曼
说：“我是由中国清华大学教授
提名，经过层层筛选而最终当选
的，我感到非常荣幸。”

按照规定，中国工程院外籍
院士应有很高的工程科学技术
水平，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
对中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

做出贡献等；外籍院士对中国工
程科学技术发展有建议权，可应
邀出席有关会议和学术活动等。

在新晋外籍院士中，不少人
早已融入中国科技发展大潮之
中，与中国学界和业界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比尔·盖茨近年来
曾多次以泰拉能源公司董事长
身份来华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
泰拉是一家核能公司，主要致力
于第四代核能技术行波堆的研
发，目前已与中核集团开展合
作，联合研发并推动行波堆的落
地。霍夫曼每年都有60至70天在
中国度过。自2012年开始，他就

成为清华大学海外学者，此外还
担任大连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华
南理工大学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职。“在麻省理工学院，我们相
信，通过协作和学术合作可以推
动知识服务社会。”新晋中国工
程院外籍院士、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校长雷欧·拉斐尔·莱夫说。据
介绍，该校目前已启动多个与中
国相关的项目，如建立中国未来
城市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签署

“城市创新协议”等。
霍夫曼提出的第一条建议

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
家开展独立自主的创造性工作，

而不是形成以少数科学家为中
心的金字塔式科研梯队。他说，
目前北京大学等一些科研院校
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未来，我
将继续推动先进技术研发，通过
加州理工学院授权协议，将这些
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我还将继
续作为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客座
教授，为中国学生提供指导。”霍
夫曼说。 据新华网

外籍院士能为中国做什么？

“八项规定”表情包
刷屏朋友圈

近日，中纪委推出 16 款
“八项规定”表情包，表情包一
经发布便引发热议。对于为何
选在此时推出这款表情包，有
关负责人透露，12 月 4 日正值
八项规定实施五周年，所以选
在这时推出这款表情包。数据
显示，截至 2 0 1 7 年 1 0 月 3 1
日，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 193168 起，处理
2 6 2 5 9 4 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145059 人。

有关负责人表示用表情
包的方式，表达八项规定这一
主题，也就是用现代传播手
段，通过文字、表情、动作聚合
的形式来讲述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党风廉政和反腐败的故
事，凝聚社会共识，构筑强大
舆论传播场，这是创新严肃话
题表达方式的尝试。为旗帜鲜
明突出主题，八项规定表情包
主要传递出主张什么、反对什
么的立场，同时也避免过度娱
乐化，推动提升官方民间两个
舆论场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上的共识度，营造风清气
正的网络生态。由于是尝试、
探索，在表情包的数量、风格
等方面还有提升改进的空间。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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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报读者服务中心“读报有礼”正在进行中
参与读报就有礼品拿，近 500 名读者热情参与 □记者 郝小庆

4 日一早，济南“近报读者
服务中心”迎来了一群热情的老
人，他们是来参与服务中心举办
的“读报有礼”公益活动的。活动
9:20 开始，不到 9:00 就已经有不
少人在报告厅里等候了。“看报
纸是文化活动，还能拿礼品，我
喜欢参加。”早早来到服务中心
的张阿姨说。

济南“近报读者服务中心”
于今年 9 月正式在“中广乐好
365 平台”挂牌成立，服务中心位
于英雄山路 84 号鲁润名商广场
4 楼 B2-401 室，主要为周边社区
居民提供报纸试读、优惠订阅等
服务。“读报有礼”公益活动将持
续至 12 月底，市民可以凭本人
身份证或退休证到服务中心，报
名成为读者即可以领取最新一
期《近报》报纸以及精美礼品一
份。同时参与近报答卷的读者，
还可以领取菜籽油一瓶或眼部
按摩仪一个。

“《近报》版面很漂亮，拿在
手里就感觉和家里订的报纸不
太一样，很有特点。”今年 60 岁
的读者王大爷已经成为试读读
者一个月了，看了四期近报，觉
得很符合他的口味，“一开始看
见报纸是装订起来的，以为是电
视报，但是没想到内容这么丰
富，我想看的新闻、健康，还有一
些历史故事都很好看。”

截至目前，服务中心已经为
近 500 位读者提供了试读服务。
读者在成为试读读者后，服务中

心会免费提供 12 期报纸，读者
可在每个周天到中心领取报纸，
也可以在中心的阅览区直接阅
读。“试读结束后，如果觉得《近
报》不错，可以参与团购订阅，成
为正式读者。届时不光订阅报纸
享受折扣，也会有精美礼品相
送。”读者服务中心的蔡主任说。

此次活动结束后，不少读者
对《近报》产生了兴趣，留在阅览
中心阅读报纸。刚刚加入试读的
刘大爷在服务中心读完了一期
报纸，“老朋友带我来的，这里环
境不错，适合读书看报。”刘大爷
指着身后的书柜表示，他以后要
常来这里，有什么问题还能随时
咨询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又
找到了一个消遣的好去处。”

除了在“近报读者服务中
心”享受读报的优惠和便利，读
者还可以通过“中广乐好 365 服
务平台”参与社交活动、文艺比
赛、平价旅游和平价购物等一系
列便民服务。“中广乐好 365 服
务平台是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
衣食住行休闲服务的平台，致力
于为中老年人提供实惠服务。”
蔡经理介绍，“拿米面油等生活
必需品来说，365 平台会引入大
品牌厂商，以最优惠的价格直接
提供给读者。”除了米面油，彩
电、冰箱、洗衣机等家庭“大件”
也可以通过平台团购。

“读报有礼”公益活动将到
12 月底截止，市民们随时可以参
与，领取免费《近报》和精美礼
品。详情可咨询 0531-86161755；
0531-86162755。

市民正在服务

中 心 前 台 咨 询 试

读、订报事宜。

市民在服务中

心阅览区读报，工

作人员帮忙解读。

近报读者服务

中 心 安 置 的 报 纸

架。

见习记者 金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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