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缩三公经费不能“挤牙膏”

在最近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
上，大部分省市区公布了去年三公
经费，同比下降多在两位数。同时，
一些省市区也提出今年三公经费
下降预算，少则5%，多则30%。(据1月
23日《第一财经日报》)

各地下调三公经费预算，与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的时代背景相契合，这
也是政府过紧日子的必要举措。值得
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三公经费已是
连续下调，这是个好现象。不过年年压
缩一点儿，也难免让人怀疑：“三公”支
出中的水分并没有彻底挤干净，“严

控”还没真正到釜底抽薪的地步。
三公经费不但牵涉到财政资金

的分配和使用，也与党政部门和公
职人员的作风相关，群众关注度非
常高。近些年，中央对预决算公开提
出了明确要求，中央部门及省本级政
府的“三公”情况也进入公众视野。而
在压缩三公经费的大趋势下，不少地
方下调了预算指标。从实际情况看，
在这方面，有的地方步子迈得大一
些，有的下调幅度则小一些。应该说，
各地各部门情况不同，“三公”开支及
降幅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不能

“一刀切”。但是，这里面也存在“是否
还有更大压缩空间”的问题。

参照各地决算情况，这一问题
更为凸显。每每地方晒“三公”决
算，总会看到“结余”云云。例如，

2012年广东省级“三公”经费实际支
出8 . 63亿元，相对预算结余1600万
元。同年，北京市本级“三公”实际
支出比预算少花了1 . 1亿元。这种情
况屡屡出现，难免让人猜疑：到底
是各地“节约有道”，精打细算从牙
缝中省出钱？还是在预算中打了

“埋伏”，能省一百只说八十，手脚
散漫依然有剩余？如果是后者，那
显然是“钱袋子”没扎紧还要赚成
绩，和欺骗没什么区别。

显而易见，在中央严管公务活
动、财政开支越来越公开透明的大
趋势下，单说“有下降”、“有结余”
难以让公众满意。大家更关心的
是，确定预算的依据是什么？是真
正按公务实际需要列支，还是在往
年的基础上人为压缩一定比例？如

果是后者，那看似是年年做压缩，
年年有进步，但实际上年年有浪费
的空间，自然离中央要求和群众期
待还有很大距离。

去年中央连续出台禁令，将接
待、差旅、培训、出国等各方面都进
行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2014年

“三公”开支尤其引人关注。各地在
公开“三公”预算时，不妨把账算细
一点，将确定依据、人均支出、用途
等方面一一作介绍。这样一可以提
高预算的科学性和精细性，同时也
方便公众监督，在削减三公经费方
面，政府是一点点“挤牙膏”，还是
一步到位，从中不难看出端倪。在
厉行节约的大背景下，再在三公经
费上打小算盘，只会招来骂声，这
点各地当有足够认识。

在一些地方，三公经费已是连续下调，这是个好现象。不过年年压缩一点儿，也难免让人怀疑：“三公”

支出中的水分并没有彻底挤干净，“严控”还没真正到釜底抽薪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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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被誉为“民间反腐败研究第一人”的律师王荣利推出《2013年度中国
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报告称，117例国企高管和233例民企老板在2013年犯
事，许多落马官员与落马企业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漫画/张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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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赵丽

过年送礼品

成了惯性思维

刘海鹏：今年很多人都在说，真
是没有一点年味。没人来走访送礼
了，办公室连个新的台历都找不着，
真不像是快过年的样子。

娄士强：这说明“八项规定”等
起到了效果。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过节与礼品绑在一起，已经成
了一些人的思维惯性。

许建立：有孩子的不给老师送
点礼，摆小摊的不给城管送点礼，经
营企业的不给监管自己的职能部门
送点礼，可能连年都过不踏实。虽然
禁令有了，但大家的思维还没有变。

刘海鹏：有的公职人员把收礼当
成了习惯。送礼人为了迎合，还得大
费周章，送什么才能体现心意，怎么
送才能不“害”了对方，都要考虑到。

送礼成风

自己也是推手

娄士强：在不少人看来，自己也
不愿意费心费钱送礼，只是社会风
气使然。殊不知，社会风气的形成每
个人都有“功劳”。

刘海鹏：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
心态，自己不想送，又担心别人送，
每个人都成了送礼之风的推手。在
这样的环境中，收礼者也慢慢地改
变了心态，本来就应该做好的分内
事，反而成了对送礼者的照顾。

许建立：送礼之风盛行，确实也
把一些公职人员惯坏了。前年送，去
年送，今年不送就感觉送礼人对自
己不尊重了；别人送你不送，更是

“大不敬”。有一位落马官员曾向记
者坦言，送礼给自己的人太多，也记
不清谁送了什么，但“谁没送礼”还
是要记住的。

娄士强：送礼人的殷勤加上收
礼者的不自觉，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任由送礼之风盛行，最终害人害己。

权力关进笼子

礼品没了市场

娄士强：送礼之风盛行有一个
重要原因，那就是送礼很多时候确
实能够换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正是
权力运行中的漏洞，给了收受礼品
者“两厢情愿”的“交易”空间。

刘海鹏：此前就有媒体报道，某
地环保局长自称“分分钟可以搞垮
一个企业”。这位局长只要略有暗
示，哪家企业敢不送礼呢？

娄士强：还是得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如果送再贵重的礼也换不来权
力的“特殊”回报，与腐败挂钩的礼品
也就不会有市场了。

许建立：制度的完善是个长期
的过程，人们或许也该思考一下，自
己可以做些什么。礼品送不送，这是
送礼人的选择；礼品送上门，收与不
收也是公职人员可以自己决定的。总
是把责任推给社会，与不良风气同流
合污，本身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习惯性送礼”也得改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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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亮

近日，有媒体报道，河南一房
企年会发千万现金，员工用麻袋
扛钱。其实，企业年终奖现钞“砸
向”员工已屡见不鲜，公众也一再
领教土豪企业一掷千金的实力，
嗅到“现钞”的厚重气味。

毋庸讳言，年终奖发放现钞
给力却又费力。银行提现、一路

“押镖”、现场“安保”，各个环节不
得有疏；员工激动地接过奖金后，
又得“忐忑”地将钱“送回”银行。
企业这般折腾不外乎有两个用
意：一是感官刺激可以制造狂热、
提振士气；二是制造眼球效应，增
强企业知名度。

落实绩效奖惩、提高员工福

利，都是好事，可是如此高调而赤
裸的炒作，难免会使年终奖发放
陷入恶俗，引发哪家企业“钱山”
更高的争斗。与发放现钞不同，部
分企业把年终奖金分为尽孝补
贴、教育补贴等门类，贯穿全年、
实报实销，虽然“给钱”的结果殊
途同归，但其引导员工关心家庭、
健康生活的善意可圈可点。

年终奖发放是门学问，也是
企业管理理念的注解。现钞生猛，
能砸中员工神经，也能砸蒙企业
价值观念。凝聚人心、鼓舞斗志，
不是一掷千金就能解决的事情。
重口味的年终奖该消停消停了，
在用人难、留人难、聚人难的当
下，用更加有效的制度管理企业，
对员工的“刺激”会更加持久。

春运又到了。每年这个时候，
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
季节性往返大迁徙，成为中国城
乡发展不平衡的真实注脚。

就我国而言，由于历史、国情
等多方面原因，城乡关系失衡比
较突出，城乡二元样态呈现出“中
心(城市)—边缘(乡村)”的结构。
这不只体现在城乡物理空间上的
隔离，还体现在城乡居民社会空
间上的分殊，尤其是城乡居民存
在的发展机会、社会福利差别。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
将城市视作高于农村的区位空间
的价值预设，由此造成了“传统—
现代”的二元叙事思维定式：农村
是自然经济，城市是市场经济；农
村是伦理社会，城市是法理社会；
农村是落后地带，城市是先进文

明……这种典型的城市中心主义
思想，不仅将落后、贫困的标签贴
在农村文明上，还固化进一些基
层治理者的脑海中，农村被绑缚
到了城市扩张的战车上，成为予
取予夺的对象。

纠正城市中心主义偏见，解
决城乡失衡问题，理应成为当下
各地城镇化政策设计的逻辑支点
和现实愿景。城镇化作为一个自
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人
们可以在探索其内在机制的基础
上预先作出规划和应对。城镇化
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必须围绕建
构城乡良性互动关系来进行，从
体制和福利层面提供助力，尊重
农村主体性，从而孕育一个既有
城市性又不失农村性的完整文明
系统。(摘自《人民日报》，作者李
远行)

重口味的年终奖该消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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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华

近日，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
调查发现，受两大打车软件“烧钱
大战”的刺激，马路上挂着“暂停
牌”的空出租车越来越多，或是奔
赴“抢单”后约定的接客地点，或
是停在路边等着“抢单”，对于身
边的招手拦车则熟视无睹。(1月
23日《北京青年报》)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打车软件
公司之间的无序竞争所致。为了抢
占市场，他们大打“烧钱大战”，展
开排他性的市场挤压，不仅不向出
租车司机收费，反而按次给予司机
补贴甚至其他好处。如此一来，原
本很有前途的打车软件可能因此
误入歧途。假如几家公司势均力敌

并死磕到底，唯一的结局是两败俱
伤，最后无以为继，打车软件也难
逃陪葬品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打车软件无序竞
争，对传统的打车习惯也构成不小
的伤害。司机通过软件来选客人，
以拼小费竞价来变相抬价，许多不
良行为因规则的失范而产生，乘客
不仅不能通过软件叫来服务，反而
连招手即停也变得不容易。

对此，相关职能部门不能袖
手旁观，任由市场主体无序竞争，
很可能新秩序没形成，旧的秩序就
被破坏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
挥决定性作用，决不意味着监管者
可以当“甩手掌柜”了。毕竟，维护
消费者权益，保证市场有序运行，
是监管部门无法逃避的责任。

监管失位，打车软件伤了打车人

城镇化须尊重农村主体性

葛公民论坛

葛媒体视点

在“八项规定”等禁令之下，公款送礼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不
过临近春节，送礼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很多礼品都是来自个人或企
业，流向的对象则是掌握着一定公共资源或是公权力的人。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