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配车守规矩，宣传才能不“打脸”

几天前，一组名为“曝山西高速
交警拉风路虎车队”的照片在网络热
传，随即遭到官方否定。然而就在昨
天，“剧情”发生反转，有记者“执着”
地浏览了山西高速交警一年多前发
布的消息，证实至少在2013年初，上述
车辆确实属于山西交警。

回想当初，当地交警部门的否认
言之凿凿，一位支队长坚称网帖中的
路虎车“与我们无关”，另一支队长则
讲“简直开玩笑，连领导坐的都是十

几年的烂车”。如今“有图有真相”的
报道摆在面前，引用的证据还是官方
自己的宣传材料，真不知这回又会得
到怎样的回应。反正有一点是可以肯
定的，如果还不能拿出坦诚的态度，
自打耳光后仅剩的那点公信力，也就
不复存在了。

说来这些地方上的公权力部门
也真够为难的，既要融入信息社会，
又要防着信息社会，稍一疏忽就会落
入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图文并茂地
宣传政绩是“刚需”，干了活、出了力，
总得让领导和群众看到；另一方面，
相关法律对政府信息公开做了要求，

“晒”工作也是职责所在。信息这么
多，难免顾此失彼，甚至出现自相矛
盾的尴尬情况。每一起类似事件，都
会让涉事部门的领导很丢脸，公信力

也大打折扣。所以常听一些搞宣传的
公职人员抱怨工作不好做。

要想避免这种尴尬，其实也简
单，那就是说实话、讲实情，既不夸大
也不遮掩，一点一点地维护好公信
力。即便做错了事，也要勇于承认，该
纠正的纠正，该受罚的受罚。用谎言
来掩盖真相，必然要用新谎言掩盖旧
谎言，长此以往，真相总有被曝光的
时候。而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塔西佗”
陷阱，再说真话也会受到群众的习惯
性怀疑。这里面的因果联系值得思
考，而思考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借口，
而是作为指导今后工作的镜鉴。

当然，强调说实话并不是纵容错
误，陷入“犯错——— 承认——— 犯新错”
的恶性循环，同样有损公信力。要想
做到态度坦诚，其实还隐含着另一个

逻辑：做过的事、说过的话，要能经受
住现实的考验。在这考验之中，既有
上级的审查也有群众的监督，而最基
本的就是守住法律划定的底线。如果
各项活动都能够守住规矩，也就不必
担心会有“自打耳光”的宣传了。反观
此次处在舆论风口的山西交警，就多
少有些狼狈，总队新闻中心把“皮球”
踢给宣教处，而后者只好以“要开会”
为由中断了采访。

所以说，依法治国的推行和法治
社会的构建，在限权的同时也给公权
力部门创造了更有利的工作环境，因
为法的界线越是清晰，信息公开等方
面的工作也越是有章可循。这与“八
项规定”等禁令的出台是一个道理，
确定标准之后，不是“为官不易”，而
是“为官更易”了。

依法治国的推行和法治社会的构建，在限权的同时也给公权力部门创造了更有利的工作环境，因为法的界

线越是清晰，工作也越是有章可循。如果各项活动都能够守住规矩，也就不必担心会有“自打耳光”的宣传了。

□梁云风

记者调查发现，“禁读令”颁布
近三个月，一些高校继续开办面向
官员的天价培训班，一些高收费社
会化培训仍在向受“禁读令”约束
的人员招生，部分事业单位、国企
领导干部仍在参加多种形式的高
收费培训。（10月27日新华网）

名校天价培训班，真正的卖点
不是学历，而是那层关系。在中国
这样的人情社会，官商之间有一层
校友、同窗的关系在，无疑有着巨
大的利益，同时也容易滋生官商勾
结等腐败问题。这也是中央三令五
申发布“禁读令”的原因。但在“禁
读令”颁布三个月后，天价班依然
火热，也警示我们，要遏制这股不

正之风，不仅要严查官员，更要规
范高校等机构。

有需求就有市场，要彻底规范
官员参加天价培训，就必须从“供”
和“需”两方面入手。从目前“禁读
令”的效果来看，仅仅禁止官员还
远远不够，接下来更多的精力，要
从提供服务的学校入手。

一些机构表示可“按需定制、
上门服务”，还可为领导单独“开小
灶”，为了便于报销，一些培训机构
还为客户“暗中出招”，虚开发票。
这种奇怪的现象就像是中央在筑
堤防潮，而培训机构则努力扮演着
溃堤的蚂蚁。

防止天价培训班的腐败，当然
要继续严查违令者，但更少不了对
提供天价班的学校的管理。

葛公民论坛

“禁读令”要禁官员也要规范学校

葛一语中的

对不触碰监管体系的创新
应该鼓励和宽容。

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万建
华认为，对于大众化、标准化、小
额零售业务，互联网金融会逐渐
成为主流的业务模式，并催生互
联网支付的社会化。互联网金融
具有的金融属性及风险属性，决
定了其必须被纳入金融监管框
架，但应该让其保持创新的活力。

结构问题完全靠宏观政策是
解决不了的。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认为，
政府退出之后，企业市场力量没
有跟进，那就必然引起投资增长
的回落。长期发展问题，通常发生
在供给领域，而供给领域中出现
的长期矛盾和问题靠短期需求管
理通常是难以解决的，要靠结构

升级和制度创新。

法治也是生产力，它是一种
软实力。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
长莫纪宏表示，过去都把GDP、引多
少外资等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指
标，实际上经济和社会要发展，没
有良好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也不行，
所以法治实际上也能够促效益,它
是一个长久的、可持续的效益。

“简朴政府”建设不仅仅是削
减政府供养人员的问题。

深圳市税务学会研究员任寿
根认为，在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
下，政府占用资源减少，意味着市
场配置资源的增多。“简朴政府”
就是让资源和财富更多地流向民
间，提高民众的福祉。

□卞广春

由国家人事部、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共同负责的执业药师
资格考试属于国家行业准入考试，
几天前，在陕西西安考点，监考人
员抓住了2000多名作弊的考生。（10

月27日《广州日报》）
执业药师是专门负责提供药

物及药事服务的技术人员，如果上
岗后，不懂装懂，或者一知半解，会
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安全。而用一个
非法的设台信号，向考生提供答
案，这样的作弊考试，既涉嫌违反
无线电管理规定，也使考试本身的
公信力打折。从代考、替考，到电子
信息作弊，考试问题愈演愈烈，已
经防不胜防；而从人脸识别、指纹

识别、监控摄像，到作弊仪器扫描，
都没有能完全杜绝考试作弊。

对考试作弊，有过多种惩罚办
法或设想。如，考试作弊者，结果以
零分计算；禁止一定时间参加同类
型的考试；将考试作弊纳入诚信记
录等，但这似乎都未能控制考试作
弊。原因在于，想钻考试程序漏洞，
靠捷径升学、入职、升职的大有人
在，对考试组织者、作弊者、监考者
的责任追究或处理，缺乏震慑力。
比如，处理渎职监考老师或官员的
责任不够严厉，对处理参与作弊并
直接获益的考生，没有规则可循。

对考试作弊，尤其是成人考试
作弊“零容忍”，出台考试法，将考
试作弊情节严重者列入刑法处罚，
很有必要。

立法惩处考试作弊刻不容缓

节假日高速免费等惠民政策
推出后，紧接着是完善相关法规、
部委联手清理高速乱收费，人们
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高速免费这一
愿景的实现。但免费试水之后，也
有一种担心，认为不收费，新路没
人建，旧路没人养，还怎么跑？

要直面现状，还是得回到一
个老的争论：改革中出现的新问
题，是因改革而起，还是因为改革
不足导致？举个简单例子，我国大
部分高速路，服务站相隔60到80

公里，服务能力常常跟不上需求。
如果把服务站有序发展起来，缓
解拥堵不说，选择多了就有了竞
争，服务站各出高招，相关服务业
就会热起来。这些收入，规模上不
亚于通行费，重要的是会按比例
补给修路养路，对通行免费支持
不小。

政府不是职业经理人，微观
经济层面中打开新赢利面、整合
市场的好点子很难想到。如果不
引入市场思维和良性竞争，不让
企业去想办法、找出路，就只能纠
结于收费的难与易、利与弊。已故
经济学家科斯做过研究，发现公
益事业交给市场做，也可以不损
害公众利益，甚至还能赚钱。在有
的地方，就有公司自告奋勇免费
修建公厕给市民使用，利用在厕
所里做广告，转移了成本而且还
有盈余。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没
错。但别忘了，这个时代还有句名
言———“羊毛出在猪身上”，与其
死盯着政府财政和百姓荷包使劲
薅，为什么不打开思路，问计于广
阔的市场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呢？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曹鹏程）

葛媒体视点

纠结收费难易，不如问计市场

“补丁逻辑”不改，“协调”必然重生

不少政府部门及其职能是在
“打补丁”过程中设置的，所以，部
门间职能分工和工作协同，在“打
补丁”时不易得到充分考虑，科学
严谨的设计更难做到。呼应社会
需求，新的部门不断设置出来，但
新老部门之间职能划分不清，或
是缝隙巨大，或是相互重叠，导致
什么事情既有人管，又没有人管，
为了让大家一起管起来，唯有职
能部门之上再设部门，并由领导
挂帅，“协调机构”应运而生。荒诞
的是，作为“补丁”的协调机构由
于未能改变原有的部门间职能划
分逻辑，结果自己也陷入需要别
的机构来协调的困境。

再往深里说，导致“协调机
构”泛滥的另一个体制性原因是
政府再造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外

部力量参与设计，完全根据政府
官员感觉是否“舒服”而定，只要
能解决眼前问题，且上面也批准
了，习惯于“短期任命制”的官员，
不会计较行政机构设置是否合
理，而无论专家还是人大，都没有
体制的保障，可以实质性影响政
府行为。“叠床架屋”顺利开工，

“协调机构”风行于华夏。
所以，清理“协调机构”如果停

留数量限制上，内部没有政府行为
逻辑的改变，外部没有环境制约的
加强，那么，暂时告别“协调机构”
的政府部门势必“运作不良”，最后
必定重新祭出“协调”的法宝。（摘
自《中国经营报》，作者顾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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