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张飚，鼓励更多人做“啄木鸟”

轰动一时的浙江张氏叔侄错
案，让很多人认识了一位名叫张飚
的监所检察员。近日，中央政法委
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和全
体干警学习张飚的先进事迹，坚持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推进法治
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与一些以无私奉献赢得人们
赞誉的道德楷模相比，张飚的出彩
之处是尽职尽责。诚如他自己所说
的，坚守职业良知，做好了分内事。
正是他对职责的坚守，在纠正一起
错案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整
个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关注。

在我国，各级检察官的一项职
责就是监督法院、公安的法律活
动，发现错案并加以纠正是职责所
在。作为一名基层监所检察员，张
飚在一次日常巡检中了解到服刑
人员张高平的案件存在疑点，之后
的几年时间先后发函调取大量证据
和佐证，五次跨省转递申诉材料，坚
持不懈推动申诉案件再审，直至2013

年3月这桩旧案沉冤得雪。没有不顾
休息热心公益的道德事迹，也没有舍
小家为大家的情感抉择，张飚最值得
人们学习之处，正是这份普普通通
的对职业良知的执着。

很多时候，忠于职守也是需要
勇气的。每一起冤假错案的纠正都
意味着“得罪人”，不光要揭出涉事
司法机关的工作疏漏，还可能涉及
司法领域存在的体制性问题。张飚

努力纠正的错案就曾被视作“极大
地鼓舞了预审民警的斗志和士
气”的经典案例，在预审中起主导
作用的警员也成了当地有名的

“神探”。检察员的尽责必然伤及一
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也会触及司法
活动中存在的“刑讯逼供”、“有罪
推定”等敏感问题，对于彼时即将
退休的张飚来说，存在一定的风
险。正因如此，张飚的忠于职守，显
得更加可贵。

正是这种尽职尽责的本分，不
仅还了案中人一个清白，客观上也
推动了司法活动更加公正。通过媒
体的报道，更多的人看到了检察机
关的巨大作用，加深了对法治建设
的信心。该案之后，最高人民法院
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公开发文，探讨

“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中央政法委

则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
指导意见》，就法官、检察官、人民
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
确要求。这一系列后续反应，形成
了推动司法公正的进步力量。

此前号召人们学习的大多是
道德方面的楷模，他们身上那种无
私忘我的精神，在很多人看来是难
以企及的。相比而言，基层检察员
张飚的事迹更接近普通人的生活，
忠于职守也是当代中国更需要的
品质。无论是法治中国的建设，还
是各个领域改革的推进，都需要像
张飚这样的“啄木鸟”，坚守自己的
工作职责，勇敢地揭露现实中的问
题。如果更多人像张飚那样，能把
坚守职业良知作为约束自我的准
则，无疑会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更
大力量。

如果每个人都能把坚守职业良知作为约束自我的准则，无疑会助力改革找到更多的突破口，形

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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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
内容，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正在
起势。不过，正如一些省份领导所
言，确定所有制“混”的形式并不难，
难的是怎样在“混”的过程中磨合出
新机制、发现新机会。习近平总书记
对此反复强调，关键是细则，成败也
在细则。数量和目标不是重点，在明
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后，下一
步应是选择试点、制定具体规则和
程序、探索改革的实施细则，保证其
在制度和法律框架下规范运作，而
不是制定“改革大跃进规划”。

具体而言，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需先探索和制定三方面规则。一
是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将国有
企业分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
和一般商业性，建立不同法律法规，
进而设计不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
施细则；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
确混合所有制下国有企业董事会的
运行规则，建立有效的高层管理人
员选拔和激励约束机制；三是完善
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重新
制定诸如“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
业投资项目办法”等新制度。

搞好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
坚持上下协同推进、制度规范先行
的方法论原则，如此才能不断结出
新的改革硕果。(摘自《人民日报》，
作者黄群慧)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要“上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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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晶瑶

日前一则名为《垄上行》的节
目引起关注。节目中曝光了湖北
十堰市房县耗资数亿元建造政府
大楼，男主播情绪激动，痛斥当地
领导腐败堕落。播出过程中这位
主播被临时换下。

如今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各
种各样的炒作，《垄上行》节目
因 这 条 视 频 而 被 全 国 人 民 知
晓。但是，发布该视频的账号正
是节目组自己，因此不能排除
炒作的嫌疑。也有网友指出，该
主播在直播中未控制好自己的
情绪，这是个硬伤。

这样掐断批评之声的戏码，
能引发大家的共鸣，说明此类现
象是社会之痛。众所周知，舆论监
督类节目，同地监督比异地监督
更为艰难，同在一个屋檐下，说情

的声音、阻挡的力量总是异常强
大，许多监督报道就被扼杀在领
导的一张条子、一个电话之下。就
算是全国最著名的监督阵地，《焦
点访谈》栏目也一样受到过许多
阻力。《垄上行》作为地方的民生
类节目，如果出现主播批评言辞
过激而被临时换下的情形，也不
奇怪。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即便是
一场动机不纯的炒作，这样的现
象也值得我们警醒。现在一些人
感叹，很多话想说而不能说，想说
而不敢说，想说而没地儿说，结果
问题越积越多，牢骚越积越大。显
然，对于批评的声音，压制、掐断
不是出路，让他们把话说完，天塌
不下来。

□刘昌海

城管做得好不好，商贩有发
言权。日前，武汉城管邀请部分商
户为城管队员打分，成绩将对城
管队员评优、绩效工资产生影响。
(4月9日《新京报》)

让商贩给城管打分，并且成
绩影响到城管个人的利益，这对
城管是一种约束，可以督促其规
范执法、文明执法。不过，城管的
工作有其特殊性，作为执法者，他
们需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对违
法违规经营的商贩进行处理。实
行“打分”新政，特别让人担心的
一点，就是城管为了取得高分而

“讨好”商贩，对其违规行为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一旦出现此种情
形，显然会伤害执法公平。

诚然，城管执法时应该讲究
方法，尽量理性平和，和执法对象
形成良性互动，但说实话，在目前
情况下，这还是一种理想状态。想
方设法缓和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矛
盾，让商贩对城管的执法行为有
评价权，这没有错，但不能忽视，
现阶段城管执法与商贩经营之间
存在利益冲突这一客观现实。从
这个意义上讲，检验城管的工作
做得如何，除了要让商贩打分，发
动更多普通市民来评价可能更为
合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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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车的国企还是太少

日前，莱芜市商业银行即将被
拍卖的144辆公车被公开展示，其中
不乏豪车，一辆起拍价近70万元的
奔驰大客车尤其扎眼。(本报今日
A08版)

国企拍卖公车，莱芜商业银行
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多年前，
重庆、温州等地就对当地国企的公
务用车进行过大规模拍卖。公车拍
卖的好处毋庸赘言，既利于企业开
源节流和规范国有产权转让，也有

利于防止“车轮上的腐败”。但是，
让人遗憾的是，目前像莱芜商业银
行这样通过拍卖治理公车的国有
企业还很少，这或许表明还有不少
国企对公车治理有消极观望的心
理，需要通过更加完善的制度实现
国企公车治理的提速。

说到公车治理，公众通常想到
的是党政机关，而忽视为数众多的
国企。实际上，国企公车不仅数量
庞大，还缺乏清晰标准。一般来说，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都有章可循，比
如正部级官员用车排气量不高于
2 . 5升、价格不高于35万元，副部级
官员用车排气量不高于2 . 5升、价格
不高于30万元，一般公务用车则被

限定在1 . 8升排气量及16万元以内。
与之相比，很多国企的公务用车有
很大的弹性，今年年初四川宜宾五
粮液集团实施车改，就拍卖了五百
多辆公务用车，其中也有像悍马这
样的豪车，标准已经远超部级官
员。因为企业在经营上具有自主
性，加上制度缺失，国企的公车之
乱或许更为严重。

国企当初配置豪车，理由可能
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考虑应该还是
为了“面子”。出有豪车或许能证明
实力和气派，但企业要为此付出巨大
的成本，并最终影响到效率和利润，
真正要为企业“面子”埋单的还是民
众。像莱芜商业银行这样大规模拍卖

公务用车的举措，确有必要在更大的
范围内进行推广。在中央八项规定的
影响下，一些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严格了公车的管理和使用，一些车辆
也失去了原来的用途，处于闲置状
态。通过拍卖解决问题，不失为一个
好办法。高调拍卖如同壮士断臂，引
来市民围观和舆论监督，也有助于
避免前车之鉴。

当然，拍卖只是对过往错误的
纠正，解决国企公车乱象还需要在源
头上进行约束。否则，拍卖也可能成
为淘汰旧车、购入新车的过渡环节，
或许会造成更大的浪费。这就需要相
关部门细化国有企业的公务用车标
准，以免留下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

目前像莱芜商业银行这样通过拍卖治理公车的国有企业还很少，这或许表明还有不少国企对

公车治理有消极观望的心理，需要通过更加完善的制度实现国企公车治理的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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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贩给城管打分”恐伤执法公平

“换主播”引发热议让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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