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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解读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14 日对外公布，这对加快健
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
产确权登记、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改革，构建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推进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一大关键就是处理
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因此以土地“三权分
置”为代表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改革探索，就
成为一大看点。
自然资源部综合司有关负责人说，为解决自
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使用权边界模糊等问题，
意见提出多方面主要任务，首当其冲就是健全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权与使用权分离，加快构建分类科学的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体系，处理好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
系，创新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
的实现形式。
——土地方面，落实承包土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开展经营权入股、抵
押，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
分置”，加快推进建设用地地上、地表和地下分别
设立使用权，促进空间合理开发利用；
——矿产方面，探索研究油气探采合一权利
制度，加强探矿权、釆矿权授予与相关规划的衔
接，依据不同勘查阶段地质工作规律，合理延长
探矿权有效期及延续保留期限，根据矿产资源储
量规模，分类设定采矿权有效期及延续期限，依
法明确采矿权抵押权能，完善探矿权、采矿权与
土地使用权衔接机制；
——海洋方面，探索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
权，加快完善海域使用权出让、转让、抵押、出
租作价出资 （入股） 等权能，构建无居民海岛产
权体系，试点探索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转让、出租
等权能。完善水域滩涂养殖权利体系，依法明确
权能，允许流转和抵押。理顺水域滩涂养殖的权
利与海域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取水权与地
下水、地热水、矿泉水采矿权的关系。
紧随其后，就是强调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主体，以解决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规定不明
确、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主体不到位、所有者权
益不落实、因产权主体不清造成“公地悲剧”、收
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
为此，意见提出研究建立国务院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资源
清单和管理体制。探索建立委托省级和市 （地）
级政府代理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资源清单
和监督管理制度。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
益管理制度，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益分配比例
和支出结构。推进农村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权确权，依法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
人地位，明确农村集体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由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享有合法权益。自然资源部综合司有
关负责人说，意见还强调保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
平等使用自然资源资产、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
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23省份招录近9万名公务员
未来一段时间，全国多地将密集举行 2019 年度
公务员省考笔试。其中，广东省的笔试近日举行，而
在本月 20 日，还将有 22 个省份同日举行“联考”，记
者统计，这 23 个省份共计划招录公务员近 9 万人。
今年 3 月以来，各地的公务员省考招录密集启
动。记者统计，有 23 个省份将在本月扎堆举行公
务员考试的笔试。这些省份包括：
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
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
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藏、陕
西、宁夏和新疆。
观察各省份的考试时间，除了广东将省考时
间定在 4 月 13 日外，其他 22 个省份将公务员招录
的笔试时间定为 4 月 20 日，在考生中，这也被称
为“公务员联考”
。
“以往各省的考试时间不同，考生会报多个省
份的考试，最后造成岗位无法正常完成招录的现
象。”有关专家分析，统一时间，统一规划，有利
于对编制进行整合规范，强化机构编制管理刚性
约束。
在招录人数方面，记者根据各省份发布的
招 录 公 告 统 计 ， 上 述 23 个省份共计划招录 8.9 万
余人。
据中新网

“穿越历史老集市，让物价回归
1948”，如此“穿越”究竟闹哪样？近
日，某商家以民国物价为噱头的营销海
报引发热议。广告策划者自以为物价低
廉的年份，在史实中却满是“物价容易
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的严重
通胀情景。这种歪曲历史的操作，自然
被人们拍砖。
民国时期通货膨
胀、民不聊生的各种奇
闻并不冷僻，在中学历
史教科书中就有很多描
述。为什么连中学生一眼就能看出的常
识性问题，却会被一些人奉为别出心裁
的“创意”？“奇葩”海报的出现，表面
看是某些人的历史常识“让人捉急”，
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费历史的“跑
偏”倾向。
实际上，以消费主义思维、娱乐化
心态对待历史，并非个案。有的调侃英

烈壮举，有的打着“戏说”的幌子肆意
编排，有的为了轰动效应故作惊人之语
甚至哗众取宠……这些做法不仅屡屡出
现在影视、广告等大众媒介中，一些名
人、网红在谈论某些历史问题时也是错
谬频出，给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造成
了历史认知的混乱。
文娱、商业与历史题材发生联系是

之心，类似“让物价回归 1948”的笑话
就难保不会再出现。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
命的基础，这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都注重历史编修、研究和教育的原因
所在。对历史的敬畏，最基本的一条就
是尊重史实和常识，不能随意歪曲和涂
抹。不管是商业机构还是文娱明星，拿历
史说事的时候，理应多一
份谨慎，多一些敬畏，不
能在名利面前昏了头脑、
乱了方寸，说一些让人大
跌眼镜的胡话。
不是所有的“穿越”都能捡到便
宜，不是所有的“脑洞大开”都是好创
意。“奇葩”海报下架了，商家也出来
致歉了，一场网络围观某种意义上变成
了历史常识普及课。这场风波再次提醒
我们：历史不可忘却，应该永远铭记于
心。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别让奇葩广告消费历史
常见的事情，但如果这种联系是以混淆
黑白、颠倒是非为代价，以制造噱头、
颠覆“三观”为能事，不但站不住脚，
更会受到社会谴责。在某些人眼里，
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只要能
追名逐利，尽可“为我所用”，于是改
编 成 了 乱 编 、 戏 说 成 了 胡 说 、 化用成
了滥用……如果对历史缺乏起码的敬畏

相亲会上觅良缘

4 月 14 日 ，青
年男女在联谊活动
上玩游戏。
当 日 ，一 场 以
“冀然遇见你”为主
题的单身青年联谊
活动在河北省石家
庄市举行，来自中
建三局北京公司河
北经理部、河北医
科大学第二医院等
多家单位的 100 多
位单身青年齐聚于
此，开启一场浪漫
的缘分之旅。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数据告诉你，
数据告诉你
，奔驰车主在
“哭诉
哭诉”
”什么
新华社电 一段“奔驰车主哭诉维
权”的视频，让西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
司与奔驰中国陷入舆论漩涡。通过对相
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相关话题热
度自 4 月 10 日以来持续受到网民关注。
一辆漏油车引发的舆情热度
4 月 11 日，相关视频热传成为事件
舆情热度的第一个高峰。该视频在网络
上流传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西安
当地成立由工商、质监、物价部门组
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涉事门店汽车
质量问题。
13 日下午，涉事企业发布声明令舆
情热度再起，达到第二个高点。北京梅
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其
官微就“奔驰车主哭诉维权”一事首次
发布声明，但网民表示“并不买账”
。
14 日上午，官方回应、车主 8 点诉
求、车主与涉事企业高管协商录音曝
光，再次推高舆论关注度。西安市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称，涉事 4S 店涉嫌质量问题已被立案
调查，市场监管部门责成尽快退车退
款。同时，网民点赞车主向联合调查
组提出的 8 点诉求有理有据、合情合
理，更反衬出车主与店方高管谈话录音
中店方的态度傲慢、店大欺客，进一步
助推事件舆情热度。

大数据分析显示，在此次事件传播
中，深陷消费纠纷的奔驰和 4S 店受到强
烈关注，“傲慢”“推诿”等成为网民对
涉事店家评价的高频词。此外，车主有
理有据思路清晰的维权视频、诉求清单
引发网民强势围观，“哭诉维权”“消费
者权益保护”成为热词。
奔驰车主在“
奔驰车主在
“哭诉
哭诉”
”什么
“失态”式维权，讲理的人讨公道
咋这么难。15 天的耐心交涉不被重视，
车主无奈只能通过坐在车前盖上哭诉
“我就是太讲道理”，只有这样闹才能
“把事情闹大”，才能讨回公道。虽然维
权方式“失态”了，但在联合调查组介
入后，车主依旧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地
提出 8 点合情合理的诉求，这样的消费
者弱势令人心疼，也让不少网民产生了
共鸣。网民说，维权成本过高的情形在
生活中并不少见，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
时，常常要面临与商家的拉锯式谈判和
诉讼，理性维权还常常“受欺负”，最
终要么不了了之，要么只能靠“按闹分
配”来维权。要是能好好说话，谁又愿
意脸面尽失，把一个文化人生生变成
“泼妇”呢？维权，不该这么难！
店大就敢欺客，商家“漏”了良
心。涉事店家姗姗来迟的声明、处理过
程中的傲慢和推诿难免令人产生店大欺

客、有恃无恐的印象，说明商家并没有
将用户的合法权益放在重要的位置，砸
了“百年汽车老店”的招牌。不少网民
借着这一舆情热点吐槽自己在 4S 店遇到
的乱象，“要不是这次维权，我都不知
道 4S 店可以退车”“不在店里买车全险
不让提车”“买车强制加收服务费，不
给钱就恐吓”……有网民说，汽车行业
存在的乱象由来已久，有些 4S 店早已不
再信奉顾客至上，反而用尽坑蒙拐骗的
方式消耗公众信任和品牌公信力。正如
新华网评论所说，树立品牌千日功，自
损形象旦夕间。奉劝商家，漠视消费
者，最终伤的是自己。
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说理的地
方”。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增加，相
应的维权情形未来难免有所增多。如何
避免“按闹分配”“全民围观”的再度
上演，需要监管部门和商家的共同努
力。就像车主在视频里说的那样，“我
就不信这个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顺
着这一事件倒查车主投诉过的部门是否
存在不作为现象，梳理、疏通消费者投
诉渠道，让大家天天都有处说理，时时
都能好好说理，是事件调查需要解决的
难题。希望在相关职能部门和商家、消
费者的共同努力下，市场环境更清朗，
投 诉 渠 道 更 畅 通 ，“ 按 闹 分 配 ” 更 少
见，老百姓购物更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