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豪”们不妨学学邵逸夫怎么“花钱”

“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慈
善家。”这是邵逸夫先生的一句名
言。现在斯人已逝，但遗风余泽将
长久存在。当然，这不仅包括邵氏
基金为世界各地教育、医疗等福利
事业的巨额捐赠，他还留下一笔值
得珍视的精神财富。

在邵逸夫的一生中，有两件事
可以说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努力挣钱、努力捐钱。他白手起家，
创建了巨大的影视帝国，晚年又捐
出巨资支持公益。说实话，做到前
者并不容易，尤其是功成名就后仍

然兢兢业业几十年，少不了强烈的
事业心作支撑；而实现后者更为艰
巨，因为这不仅需要经济实力，还
要有极大的胸襟和气度。7日邵先生
去世后，许多网友晒出自己母校的

“逸夫楼”，网上一片缅怀之声，这
不仅因为老先生是个影视大亨，具
有传奇般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在
公益事业上的付出，他回报社会的
责任感和帮助他人的善意，赢得了
大家的感谢和尊重。

这些品质，我们从卡内基、比
尔·盖茨等人身上也看到过。国外
的现代慈善比我们先行一步，捐资
被视作财富二次分配，平衡阶层差
距、打破利益固化。“在巨富中死去
是一种耻辱”等理念已经得到相当
数量民众的认同，一些富裕阶层的

人也早已经开始亲身践行。相比之
下，华人世界这样的知名典型却并
不多见。在国人的印象里，对钱财
能潇洒放手的人凤毛麟角。改革开
放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有的已经
在考虑退休事宜。对他们而言，“赚
钱后干什么”似乎并不是多大的问
题——— 因为多数人是采取代际转
移的方式传承财富。当然，合法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捐款也属于个人
自愿行为，不能用道德或其他因素
去强行绑架，但现实情况多少说
明，在许多人眼中，财富只是一种
权力，并不代表社会义务。

更遑论有些人富裕之后一身暴
发户做派，形成了“土豪”财富观，对他
人一毛不拔，对自己挥金如土，生活方
式腐化、堕落，甚至凭借既有资产进行

不正当活动。可以说，为富不仁、为富
不端，不但使财富这一重要资源无法
实现价值，还歪曲了社会风气，激发出
新的矛盾。一些民众“仇富”情绪的产
生，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当然，看待问题要有历史的眼
光。无论怎么说，中国的现代企业
家是一个正在成长、成熟的群体，
他们价值观、财富观的改变具有非
常大的空间和可能性。即便比尔·
盖茨、邵逸夫这样的人，成为“慈善
富豪”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我们期待，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进
步，随着慈善事业运作方式的进
步，邵逸夫式的财富观能得到更多
人的响应，未来能有更多具备条件
的人捐出物质财富，传递向善理
念，收获精神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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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四川省凉山州州委常委、州国资委党委书记公款大吃大喝被
中纪委通报，央视《焦点访谈》近日再次报道此事。记者注意到，这位州委常
委早在14年前恰好在事发地担任县委书记，当时他曾提出要抵制“吃喝风、
送礼风、赌博风、奢侈风”，并在全县推行。 漫画/勾犇

“挑战”自我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王石川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
查实了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受
贿问题。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倪发科
曾经抱怨：“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
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
不至于这么大。”(《京华时报》1月7日)

倪发科的“忏悔”耐人寻味，其
潜台词很明显，如果监管严厉了，他
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听
起来是“悔青了肠子”，实则把责任
推给了“组织”。不问自己为何贪欲
日增，完全没认清问题产生的真正
原因，这样的忏悔诚意何在？

不过，倪发科式的忏悔，也算是
一种提醒，即对于涉腐的官员应该早
动手、早处理，严防“带病提拔”。有调

查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
纪初期，平均腐败潜伏期达5至6年。
近年来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
件中，平均潜伏期为6 . 31年，最长的
达14年。贪官“潜伏”的时间越久，对
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就越大，甚至产
生恶劣影响，对意图“效仿”者造成
负面激励。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组织部日
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要
求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报告纪律。
这项制度的实行，无异于给领导干
部加上了全方位的“跟踪器”，“帮
助”官员杜绝侥幸心理，实现更有效
的约束力。不知道倪发科看到中央
下发的新文件，会不会有更多的抱
怨和“悔意”。

□盛翔

今年1月1日起，中央和国家机
关差旅费实施新规，其中住宿费、伙
食补助费将分地区设定标准；交通
费用方面，司局级可坐火车软席、飞
机经济舱；而市内交通费用则每人
每天80元包干使用。(1月7日新华网)

给公务差旅费定标准，有利于
厉行勤俭节约，自然是有积极意义。
要想把工作落实得更好，规定中可
能存在的“漏洞”，或是不同规定之
间的“衔接”问题，同样需要重视。

举个简单的例子，差旅费和政
府部门的公务接待费是否存在着相
当部分的重叠？会不会同一次出差
行为，既在出差单位按差旅费报销，

又在接待单位按公务招待支出？如
果同样一笔费用，在两边账上重复
列支，对财政资金形成浪费的同时，
还隐藏着不小的腐败空间。

这里边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要给“公务接待”准确定义，界定明
确的范围，并严格监督公务接待的
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两种费用的使
用流程之间，也需要更加完善的沟
通机制。

显然，如果能够确保差旅费和
招待费不重叠，有差旅费的绝不允
许列支招待费，或许可以帮助一些
基层的政府部门节省下不少公务接
待费。不仅这些部门减轻了开支压
力，更能扼住相当一部分“大吃大
喝”的资金来源。

葛一语中的

抱怨“没早提醒”是推卸责任

既有差旅费，何须招待费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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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给员工加了一点儿
工资，结果又收税收回去了，永远
提高不了老百姓的收入。

近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
庆后在演讲中提议，国家对所谓
的“中产阶级”制定严格的收入界
定标准，以此为依据制定更加合
理的税收政策。

当年的招商引资项目，我们
把楼建起来了。后来行情好转就
不让我们经营了。

说这句话的孙雪是一位民企
的董事长，她正陷在一场已持续6

年的官司中，对方恰是一家国企。

在她看来，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
民企的合法权利更需要受到法律
及时、有效的保护。

8年前，绝大多数服务提供商
通过给客户设计陷阱乱扣费来赚
钱，有的竟然还上市了。

《中国企业家》杂志最近刊登
了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的一篇
文章。他认为，不为用户创造价值
的企业，即使能获得商业利益，那
也是短暂的。

□本报评论员 吉祥

1月7日，全省大范围的雾霾
进入第三天。与前一天相比，重污
染城市仍有8个，记者调查走访发
现，环卫工、建筑工人、交警等户
外工作人员，虽然与雾霾零距离
接触，但防霾保障和福利很少。
(本报今日A13版)

持续的雾霾天气依然在考验
着公众的忍耐力。因为可见的对
人体的危害，以及政府部门对雾
霾治理的乏力，久不散去的雾霾
甚至已经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焦
虑。普通人可以躲进室内，但由于
工作的关系，诸如环卫工、建筑工
人、交警等户外工作人员依然不
得不在雾霾天气中坚持工作，以
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在这种情
况下，无论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
考虑，还是从对这些户外工作人
员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补偿”角
度出发，发放雾霾补贴都不为过。

然而，尽管雾霾的危害众所
周知，但受困政策因素，政府和企
业均未有针对雾霾天气下，户外
工作人员的补偿措施。从记者的

探访看，现在由单位自行发放的
所谓“雾霾福利”也极为有限，环
卫工人能够得到口罩，有的交警
可以喝到梨汤和姜汤，而建筑工
人则连口罩也没有，只能在无保
护状态下施工。如果说，启动治理
雾霾应急预案因有“连续72小时”
的硬杠杠卡着，常常落入政策空
当，那么雾霾补贴的前景则更为
尴尬，仍然处于政策空白状态。

1月4日，国家减灾办、民政部
发布2013年自然灾情通报时，将
雾霾天气纳入，这也意味着雾霾
天气首次与高温天气、洪涝、干
旱、风灾等自然灾害相提并论。

既然高温补贴、高温假期已
经实行，而且雾霾天气在长期内
仍然是一个实际问题，政府部门
大可不必一味教条，不妨将补贴
纳入到治理雾霾天气的应急预案
中，明确补贴人群与补贴标准。

值得重视的是，当下频发的
雾霾天气，显示出政府在环境问
题上的欠账，而民众在普遍焦虑
中呼吁雾霾补贴，也并不是冲着
钱来的，其背后更多的是对灾害
性天气的不满。这需要相关部门
正视问题并拿出切实有效的措
施，毕竟，与有限的补贴相比，健
康和蓝天才是关键。

呼吁雾霾补贴，更盼蓝天白云

土地产权与规划

两者必须平衡

一个国家土地制度基本的实
质性内容至少有两个方面：产权
权利的制度和土地利用的制度。
产权制度，是为了保护产权人的
权利，土地利用制度的核心就是
土地必须依据规划来使用。

一项完整的土地制度，保障
权利人的权利和实行用途管制两
者必须平衡，如果前者发生了偏
差，大量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实
现，就不能维持正常的市场运行。
后者如果得不到实现，同样会发
生严重的后果。

在现实情况下，至少有五个
主体的利益要统筹考虑。第一是
政府。政府需要获得一部分土地
增值收益，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建设公共设施等。第二是开发土
地的企业。如果没有一定利润，就
没有企业愿意开发土地。第三是
市民。他们既不是土地所有者，也
不是开发者，更不是管理者，但是
他们需要利用土地进行生产和生
活。第四是贡献出土地的农民，第
五是远离城镇的农民。如果不考
虑这部分群体的收益，他们可能
永远不能分享工业化的好处。如
何把这五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处理
好，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
(摘自《财经》杂志，作者陈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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