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单独二孩”落地打好“提前量”

按照日程安排，我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5月30日对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
案(草案)》进行表决。如果该议案在
表决中获得通过，备受关注的“单独
二孩”政策将正式在我省实施。(本
报今日A06版)

“单独二孩”政策正式“落地”，
无疑会对居民的生活带来重要的影
响。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数年我省
将迎来新一轮生育高峰。如何平稳度
过这一“特殊”阶段，让那些有生育意

愿的人以及在“大潮”中降生的孩子，
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对于政府职
能部门而言无疑是个考验。

一项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对社
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根据相关
调研结果，一旦实施“单独二孩”政
策，预计我省未来一段时期内，每年
将多增加出生人口20多万，而现在
我省每年出生人口在110万左右。产
妇需要医护，孩子需要入园入学，新
一轮生育高峰的到来，也意味着如
果现有条件不发生改变，居民在医
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将面临巨大的供应缺口。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些
可以预见的变化，应当引起政府职
能部门的重视。就拿医疗服务来说，

马年的生育小高峰，已经让一些大
型医院妇产科人满为患，但与此同
时，一些区级和乡镇医院的利用率
却相对不足。对于这些现实中存在
的问题，相关领域的职能部门应当
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督促大型
公立医院对单人间等高档病房进行
改造，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另一方
面，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对公众进
行引导，尽可能弥合不同等级医院
之间的供需差异。

对于相关职能部门来说，即将
到来的生育高峰显然是个挑战，但
同时给公共服务体系的各项改革带
来了机遇。例如，探索医生多点执业
等医改措施，可以在平衡医疗资源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健全政府购买

服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等，对于增
加医疗资源总量也会很有帮助。“单
独二孩”政策的实施，需要一系列配
套措施“保驾护航”，其中蕴藏着不
少有利于推动改革的契机。关键的
问题在于，政府职能部门有没有做
足功课，能不能给政策实施打好“提
前量”。

事实上，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
作出的重大决策，“单独二孩”政策能
否落实好，不光影响到一个个小家庭
的生活，也关系着调节人口结构、应
对老龄化等国家层面的部署。就在29

日上午，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在
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今年将重点保障

“单独二孩”政策顺利实施。这种积
极的态度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保驾护航”，其中蕴藏着不少有利于推动改革的

契机。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职能部门有没有做足功课，能不能给政策实施打好“提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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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言平

近日，河南郑州某幼儿园发生的
警枪走火事件，让人们出了一身冷
汗。郑东派出所应辖区内海文幼儿园
之约，派民警进校园传授安全防范常
识，在装备展示环节，警枪不慎走火
射向地面，溅起的水泥碎屑伤及四名
家长、一名儿童。(本报今日A16版)

面对这样一起发生在幼儿园里
的警枪走火事件，警方在调查的同
时，或许更应该反思警枪监管的问
题。就在不久前，四川合江就发生过
配枪“暂时性失控”的情况。武器缺
乏约束，无论是“走失”还是走火，无
论是“短暂性失控”还是无心之失，
对于公共生活和普通民众，它都是
一种可怕的威胁。

作为高致命性的武器，警枪使
用必须受到更加严格严密严谨的控
制。当然，我国警枪等警械的管理和
使用，有相关的制度和程序来约束，
但从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警枪走火
或“丢失”事件来看，还是存在漏洞
的。比如说，基层警员持枪不够训练
有素，对民众适应和配合警察持枪执
勤的宣传不够到位……种种缺陷和
漏洞，都应该在警枪大量出现在街
面时，尽快地得到完善和填补。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警枪应该
默默地存在，担负起震慑和警戒的
责任；而面对暴恐行为，它又应当及
时开火，果断地制止暴行。既要让好
人心安，又要让暴徒胆战，这才是警
枪等警械存在于公共生活中最理想
的状态。

葛一语中的

□司马童

去医院看病，一般都是先看
病，再交费，然后拿药，但从5月1

日起，广州番禺一医院尝试打破
这一模式，患者看病后按自己的
实际满意度高低，自由交费。这种
模式推行近一个月，参与患者有
4400人，没有一人逃单不交钱。(5月
29日《新快报》)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明确了
“先看病后付费”的试点推行机制。
原来患者看病是自己先垫付医疗
费，看完后走医保报销程序；试点改
革后的做法是，医院先垫付医疗费，
病人看完病只需交纳自己的那部分
费用，其余的费用由医保部门直接
支付给医院。

现在广州那家民营医院的尝

试，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让患者来打
分，凭打分定收费。这样不但可以实
现“先看病后付费”，又能促使医院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从这种升级版

“先看病后付费”的结果来看，病人
还是比较支持的。

的确，较之民营私立医院的灵
活机制，国有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医
院和名医院，在推出一些化解“看
病难”和“看病贵”的举措前，必须
统筹考虑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各种制约，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充
分认识到民营医院的“鲶鱼”作
用，着力去建立一个以医生自由执
业为基础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一
批高水平的民营医院，才能加快解
决中国的医疗体制问题；而通过民
营医院的勇敢尝试，可为公立医院
的改革提供好的借鉴。

不投资运营、保值增值，任由
养老金贬值，更是对老百姓不负
责。

对养老金投资运营的改革谋
划已久，但历经多次波折始终没
能正式推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
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人们
生活消费需求的提高，如果养老
金投资运营继续缺位，将对社保
制度带来极大的财务不可持续风
险。

监管没错，但怎么管才是重
点。政府要真正实现“到位”而不

“越位”。
交通运输部日前提出，各地

交通部门应当逐步实现出租汽车

电召服务的统一接入和管理，并
对此征求群众意见。在中国人民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
看来，政府需要做的是把一些不
规范的地方完善，应警惕过度监
管扼杀了创新。

当两个人之间有互补性时，
他们结合为团队能够产生远高于
他们各自能够产生的福利水平之
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汪丁丁的这句话，说的其实
是网络中的互动关系，良好的秩
序更需要观念的互补性而非互替
性。这对那些动辄在网络上攻击、
谩骂不同意见者的人来说，或许
会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微刺激”下的楼市政策逻辑

对于地方政府五花八门的救
市行动，中央政府态度是谨慎和
复杂的。首先，若中央政府鼓励地
方救市，则政策在地方很容易走
歪，曲解中央对于楼市适度调整
和“微刺激”的基本态度，这一问
题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自上而
下的救市中都出现过，其后果就
是地价和房价不断攀升，杠杆不
断加大。

其次，地方政府出台如公积
金新政、税收补贴或减免等政策
均在其权限和职责范围内，对于
缓冲楼市下滑有积极作用，而且
很多优惠政策基本覆盖的是无房
户或改善性住房需求，可以纳入

“微刺激”的政策框架。对于此类
举动，中央政府持默认但不鼓励
的态度。

最后，对于挖空心思地研究

如何松绑限购的政策举动，中央
政府持反对态度。一则因为放松
限购与国家“微刺激”政策框架相
左，二则放松限购可能会给市场
传达错误信号，以为政府新一轮
积极救市开始了，反而让楼市问
题正常爆发、解决的窗口期错失
了。

目前来看，在央行“宽货币”
的政策作用下，短期资金利率开
始下降，代表性的就是货币基金
收益率回到4%以内，这会在未来
传递到信贷市场和长期资金市
场。再加上住房信贷紧缩政策见
底，未来银行对于住房贷款的支
持规模和优惠力度会加大，因此，
未来一段时间楼市低位稳定的趋
势比较明显，下浮幅度可控，这是
国家乐于见到的。
(摘自《证券时报》，作者李宇嘉)

有人喜欢总结各种“反腐规
律”，热衷于从以往纪委查处的
案例中寻找一些可以分析走势
和预测未来的规律，从而对将
要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比如
腐败的“59岁现象”，哪些岗位是

“腐败高危岗位”，官做到某个级
别就安全了。

种种“反腐规律”，是人们根
据往日经验和既有案例总结出的
认知，这些规律在一定时期内确
实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能解释一
些现象，其背后却反映了人们对
反腐的不信任：不信法律，不信

“腐败必被捉”这个铁律，而是相
信有很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素
会影响反腐败。人们不是根据一
个官员的行为和法律去判断反腐
走向，而是根据权力的潜规则和
人治的思维去总结和判断。

也就是说，这些规律没有法
治反腐的影子，法治之外有无数

看得见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法律。
人们以前根据这些反腐规律去判
断，也能屡试不爽。那些“反腐规
律”的有效和灵验，反衬着法治这
个铁律的乏力。

不过，在当下这场“以治标为
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风暴中，过
去那些规律都失效了。喜欢用民
间总结出来的各种“反腐规律”分
析中国反腐现实的人，可能越来越
看不懂中国的反腐败了。因为，再
多的“反腐规律”，都比不上一个基
本的反腐常识：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只要滥用权力乱伸手了，都会
付出代价，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
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反
腐并没有其他的规律可循，唯一
的铁的规律就是“伸手必被捉”。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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