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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巨贪”源于权力不设防

据河北省纪检机关通报，秦皇
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
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
款目前正接受调查，办案人员在其
家中搜出现金约1 . 2亿元，黄金37公
斤，房产手续68套。

一个科级干部，贪腐金额如此
巨大，令人咋舌。1亿元现金，光搬运
储藏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而马超
群却能如此“孜孜不倦”，可谓贪得

“辛苦”。在感叹其人性扭曲的同
时，也让我们再次见证和认清了那

个朴素简单的道理：权力缺少约束
是多么可怕！

类似腐败近期被接连曝光，连
烧坏点钞机都成了段子，足以说明
官员的贪腐程度与官职大小并没
有必然联系。这些所谓“小官”的贪
腐行为之所以能一再得逞，关键是
他们掌握着可以用来“兑换”金钱
的权力。“小官巨贪”同时也给了那
些总是把贪腐归结为待遇低的人
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这些“巨贪”
捞到手的财富，远不是养家糊口能
够解释的。从这“超群”的贪腐金额
来看，面对官员如此贪欲，得多高
的薪水才能养廉啊？

这两年“小官巨贪”案件频频
被曝光，其实说明了基层权力运行
欠缺制约和监督机制。约1 . 2亿元现
金再加上黄金37公斤，肯定不是“一

锤子买卖”换来的，以往的公开的
案例也多有证明，巨贪总是小贪成
长起来的。这惊人的数额让人禁不
住发问：作为一家市政府所属国有
独资企业的负责人，马超群多年来
为何能够一路贪腐畅通无阻，这些
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其所在的单位
和相关纪检监察部门怎么能毫无
察觉？

按理说，马超群虽然职务不
高，却能调动众多“资源”，本应有
相应的制度约束机制，在严查“小
官巨贪”的同时，对权力监督体系
的反思与整顿，同样不可或缺。要
知道，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是理清责任、落实责
任。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就特
别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纪委（纪检

组）要承担监督责任。小官贪腐之
所以能一步步“坐大”而又不被“揪
出”，其实是相关部门监督责任落
实不到位的表现，执纪失之于宽，
失之于软，让“苍蝇”钻了空子，最
终酿成“巨贪”。

尤其现在，反腐的中心逐渐从
治标转向治本，权力监督体系正在
逐步完善之中。也正因如此，与群
众利益关系密切、与基层权力约束
机制相关的“小官巨贪”正日益受
到关注，成为当前反腐的重点之
一。通过具体的案例，找出把“小
官”养成“巨贪”的制度漏洞并加以
弥补，约束权力的笼子才能越织越
密。否则的话，即便具体涉案的某
个“小官”受到了法律制裁，在对权
力不设防的环境中，还会滋生出新
的“巨贪”。

小官贪腐之所以能一步步“坐大”而又不被“揪出”，其实是相关部门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的表现。执纪失

之于宽，失之于软，让“苍蝇”钻了空子，最终酿成“巨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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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鹏

对于处在关键路口的亚太下一
步该如何走，《京华时报》早早喊出
了“各方顺应大潮，亚太梦必照进现
实”的理想，“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
格局需要大智慧”，只要亚太各方顺
应时代大潮，携手共建面向未来的
亚太伙伴关系，“亚太梦想”必将照
进现实。

人民网时评则紧跟潮流，极具
官方色彩，从中国的“新常态”娓娓
道来，“这是世界上一个国家首次提
出如此具体的大区域整体化梦想，
这是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一系列最
现实意义。‘亚太梦想’强烈传递着
中国给予世界的正能量。中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需要一个
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
关系，中国经济增
长红利越来越多
地‘内化’为其他
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部分。”

除了阐述梦
想，众多总结词正
在努力为这一次
A P E C 涂 上 一 层

“中国特色”。
凤凰时评开

始预见，“亚太地
区将以‘北京路线
图’为导引，走在
希望的大道上。”

《新京报》则归纳
为“中国积极推进
地区一体化进程，
提出一系列中国
方案”。《新京报》
阐释道，“随着综
合国力上升，中国
有能力、有意愿向
亚太和全球提供
更多公共产品，特
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
新倡议新设想。这次北京APEC就
是一次很好的验证。”

但只有振奋人心的激情总结是
不够的。除了关心中国能为未来新
格局提供什么样的智慧，还需要去
思考这一次APEC能够给中国留下
什么。

说到思考，与重霾天气形成鲜
明对比的“APEC蓝”是一个绕不开
的话题。《人民日报》扩出版面，迫不
及待地刊发“让‘APEC蓝’永驻天
空”的时评：这向整个社会表明，“不
用北风劲吹，无需暴雨猛打，只要下
定决心、采取措施、联防共治，‘雾霾
是可以治理的’”，这极大地提振了
整个社会的治霾信心。

当然，这份党报在提振信心的
同时也不回避问题，“期盼驱散雾
霾，渴望蓝天常驻”的普遍心理伴随
着“会呼吸的痛”，成为发展新阶段
的一个鲜明特征。每当雾霾肆虐，网
上就会流传各种段子，寓期待于幽
默之中。“拯救我们的呼吸”成为一
个社会历经快速工业化时的共同呐
喊。“治霾不仅是倒逼政府改革、涵
养公民精神的动力，也激发整个社
会守望相助的力量。”

显然，无论是官媒的殷殷期望，

还是民间对污染和交通拥堵的吐槽
甚至是骂声，其实都是APEC留给
中国社会的遗产。不少媒体都表达
了这样一个观点，从“APEC蓝”到
顺畅的交通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
都为中国提供了一系列可行性经
验，使得问题的解决有了一种可能。

不仅如此，《法制日报》还赋予
观察视角一种历史纵深感，“治霾不
只是个环保问题，更关系到经济社
会转型升级，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
推进车辆限行、发展公共交通，成为
北京奥运会留下来的环保遗产，相
信亚太地区的最高盛会，也将产生
丰富的‘溢出效应’。”

而在《人民日报》看来，“北京在
一次次组织举办重大活动中累积了
丰富经验，城市运营、管理、应急实
力与日俱增。人性化、便利化的细

节，就是寻求理
解、增进互信的
一次次努力”。当
然，这需要决策
制定者、城市管
理者在采取特殊
措施与保障公民
权益之间寻求平
衡。其中至为关
键的，就是用诚
意去赢得公众的
真 心 理 解 与 支
持。

话锋随后转
向，“作为一个现
代公民，每一次
置身重大国际活
动的场域，都是
涵养公民精神的
一次历练，也是
世界公民意识的
一次升华，应当
敞开心扉、严谨
对待。会场之外，
政府、社会、公众

互动中投射出的理解精神，更留下
了生动的回响。”

在如此热闹的讨论之中，怎能
少了当地主要媒体的声音。《北京日
报》对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的一则
报道被各大门户网站广泛转载，各
家以“用筹备APEC会议成功经验
指导加强社会管理”这样醒目的标
题来体现北京的态度。这位北京的

“一把手”强调，“要认真总结、梳理
此次筹备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为今
后加强社会管理提供有益的指导，
不断提高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

回头去看，郭金龙的表态，与习
近平是一脉相承的。在11月10日晚
举行的APEC欢迎宴会上，习近平
在谈及北京天气时也提到了成为热
词的APEC蓝：“有人说，现在北京
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
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
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
保持下去。”

既然习大大都发话了，搬个板
凳，拭目以待吧。

APEC遗产

熟能生巧

昨天，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刊登文章，对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
峰违纪违法案进行了剖析。据了解，久贪成“精”的危金峰甚至练就了通
过拎重来估测红包金额的“本领”，对于别人送的达不到心中标准“重量”
的红包，甚至会当面呵斥。 漫画/曹一

读懂“耿粉”的真正诉求

□王传涛

当铁杆“耿粉”卢廷高因请愿，
于10月15日被大同警方行政拘留
后，“耿彦波粉丝团”再度为人热
议。据了解，耿彦波调离大同后，
125项工程被叫停，许多人想把耿
市长请回来是要其回来收拾烂摊
子。（11月13日《新京报》）

一个市长可以像明星拥有自
己的“粉丝团”，在当下中国并不多
见。然而，“耿粉”又不同于明星的
粉丝，因为市民最关心的是与自己
利益攸关的事。即便他们共同对一
位市长产生了好感和依赖，也可能
是原因各异：有的在大拆大建中获
益，希望大拆大建得以继续；还有

的在官场仕途升迁，念及耿在时对
人才的重用。

市民对于市长留任的诉求，其
实很简单——— 政策稳定，市民方能
安居乐业，城市才能保持原来的战
略往前发展。因此，市民渴求的是
政策能长时期“留任”，而不一定必
须是耿彦波长时期留任。

“耿彦波粉丝团”的存在，既说
明了当下市民素质、独立意识和维
权思维的整体提高，又说明了，当
下我国官场对于市长的考核、升
迁、调任与评判，仍然没有充分尊
重市民的权利并给市民以充分的
话语权，以至于广大市民面对一市
之长频频地“走马换将”与政策变
幻，从来都是被动接受的。

“APEC蓝”少了，道
路也不再那么顺畅了，
APEC会议结束后，熟悉
的一切又回来了。不
过，围绕APEC的话题热
度还没有消散，当热闹
平静下来，宴席散去，
宾客回家，中国的总结
时间也到来了。风起云
涌的政治议题和国家
的未来前途，依旧是舆
论讨论的中心。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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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李亮

近来，环卫工为清洁路面而
遭遇不测的消息屡有报道，就在12

日上午，武汉市环卫工李师傅为
了捡拾一个被丢弃的烟盒来到道
路中间，不幸被撞离世。（11月13日

《武汉晚报》）
一事当前，我们不禁要问：是

谁导演了这出悲剧？也许应当聚
焦那个烟盒。如果没有车窗抛物
的不文明举动，就不会有轮下殒
命的悲剧。如果广大司机对随手
抛物习以为常，那么就会催生更
多此类事件的发生。

在声讨车窗抛物等不文明行

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环卫
工人的岗位制度和工作流程。《武
汉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规定：清
扫保洁作业人员要根据本路段的
人流、车流情况，合理安排作业时
间和方式，主动避开行人和车流
高峰，以免发生意外。

可见，相关作业规范对开放
路域的路面清扫既没有禁止，也
没有对作业时段和方式进行明确
规定，仅仅进行了善意提醒。所
以，这就给有关部门提了醒，应当
逐级完善操作流程，对每一条开
放路域的清扫时间和作业方式进
行更加严格、细化的规定。毕竟，
人的生命远重于路面的清洁。

伤害环卫工的不只是车窗抛物

评论员观察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