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否谈“GDP”应因地适宜

近来，各地相继进入两会时
间。昨天上午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
次会议开幕，市长杨雄作关于上海
市人民政府工作的报告。与往年相
比，此次报告取消了GDP增长目标。

消息一出，自然引发热议，因为
放在以往，GDP增长目标可是地方政
府工作报告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甚至还有些地方官员树立起了“唯
GDP”的政绩观。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标
新立异，上海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变

化引来不少人点赞。值得注意的是，
上海在发展思路上的转变，与其发展
现状是相匹配的，也是从这个角度来
看，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适合跟GDP增
长目标“说再见”。

其实从数据上就不难发现，上
海“告别”GDP增长目标有其特殊
性，因为这座城市在以往的发展
中，拥有含金量更高的GDP。以就业
这一评判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为
例，上海的失业率要比全国低约0 . 9

个百分点，在全球同类都市中都处
于领先水平。在目前正召开的达沃
斯论坛上，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
良好的就业水平成为上海调整经
济结构的一大基础。集直辖市、经
济中心、自贸区这三个标签于一
体，上海与许多国内城市相比，其

实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可以说，上海不把GDP增长“当

回事”，是有底气、有条件的，但对于其
他一些地方，尤其是相对落后的地方
来说，GDP增长幅度仍是不能忽略的。
因为数字背后代表着就业率，代表着
居民收入，代表着基础设施的建设水
平……如果一个发展比较落后的地
方，也“跟风”不谈GDP增长目标，变化
中体现的就未必是进步，恐怕是懒
政。尤其现在，整体性的经济下行压
力大，或许就会有地方官员通过这种
方式自我减负。这是值得警惕的。

事实上，就像上海在工作报告
中将大量的篇幅用于科技创新、民
生环保等方面那样，一个地方树立
怎样的发展目标，必须从实际情况
出发，这也应当成为地方政府以不

同态度看待GDP数字的基础。以往
人们之所以会对“唯GDP”的政绩观
心生厌恶，也是因为这种观念让一
些官员罔顾当地的发展现实，以类
似大拆大建、对重污染开绿灯等行
为，来换取漂亮的GDP数字。背离了
现实，所谓的数字增长就无法转化
成群众生活的改善，含泪带血的
GDP，则变成了居民们的沉重负担。

说实话，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
且复杂的国家，有沿海都市，也有
偏远山村，有“百强”县，也有贫困
县，真的很难用某个具体的经济指
标来判定地方官员的政绩。只要地
方政府在制定目标时，能够从现实
出发，从当地群众的利益出发，而
不是盲目攀比、好高骛远，GDP增长
快一点、慢一点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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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好高骛远，GDP增长快一点、慢一点又有何妨？

□王传涛

25日，中央和国家机关本级取
消的公务用车在昌平区举行首场拍
卖。这些公车来自保监会、证监会、
国家信访局、全国妇联等6家单位。
此次拍卖会是中央层面取消公车的
首场拍卖会。（1月25日《法制晚报》）

无论是在许多官员看来，还是
在普通市民看来，所谓公车的特殊
身份象征本就不合规矩。然而公车
改革改了20多年才改到现在这个程
度，说明公车在官员心中的特权意
识之浓绝非只字片语可以说清楚。

许多单位的公车像一头被盖住
了眼睛的毛驴一样，基本没有歇息
的时间。在本场拍卖会中，一辆登记
于2009年4月的“帕萨特”竟然已经跑
了超过88万公里，也就是说，平均算

下来，这辆车大约每天跑400多公里。
在北京这个“堵城”里，能够出现比出
租车还“拼”的公车，着实让惊叹。

2015年，各地方政府的公车改
革也将全面实施。在中央各部门的
带头示范下，各地方政府的公车改
革在方案设计上，并不是很难。接
下来像中央各部门一样进行公车
拍卖，也将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
拍卖公车容易，消除特权思维难。
一者，公车的数量仍然没有完全透
明化，实现公众监督仍然很难；二
者，我国公车改革仍然未完全步入
制度化层面。

本次公车改革还有很大的改
革空间，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
能仅仅看到相关部门拍卖了几辆
公车，就认为可以消除“车轮上的
腐败”了。

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绝非增
长速度太慢，而是长期以来对速
度的过度依赖。

经济学者马光远认为，在新
常态下，中国经济需要新的思维、
新的道路，需要对速度保持平常
心，告别对量的图腾，真正从

“质”上提升竞争力。一个已经快
速增长了30多年的经济体，经济
理想不能仍然停留在“数字”层
面。

油价下跌，沾沾自喜的心态
要不得。

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
师范剑平看来，任何经济现象，
任何经济政策都是双刃剑。油价
的涨和跌也是双刃剑，整个大宗
商品价格下跌对中国经济目前
的影响是一个去库存的过程，能

否从供给结构上适应，决定了能
否从中得到好处。

社会养老应多轨合一。
财经评论员李会认为，最终

的养老并轨绝不应该仅仅止步于
机关事业与企业的双轨合并，而
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多轨合
并，更应该是养老水平的进一步
平衡，尤其是农村居民养老水平
的提高。

宏观政策更应该着重于微
调、预调。

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宏观
政策重点应该落在结构调整上，
一定要把宏观调控放在微调预调
的位子上。不能再跟过去一样，动
不动就大起大落大升大降，这样
对经济是没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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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车易，消除特权思维难

□王石川

2014年12月29日，深圳市政府
宣布实施车辆限牌政策，东南大学
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顾大松对此提出疑问，并向广东省
政府法制办寄信建议审查深圳限
牌文件。目前广东省政府法制办已
依法依规对深圳车牌限牌启动了
合法性审查。（1月25日《南昌晚报》）

深圳突然出台车辆限牌政策，
舆论普遍质疑，但罕有通过法治手
段叫板者，作为一名法律学者，顾
大松的做法值得钦佩。广东省政府
法制办依法启动程序对相关文件
进行处理，也描绘出法治的进步。

如果城市都限牌，我们还有什

么市场经济？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今天，政府必须做到法无授权不
可为。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重要
组成部分，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
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
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
定。

顾大松站出来“挑战”深圳市
政府，具有普遍意义，也具有示范
效应。深圳的限牌通告究竟会不会
撤销，且让我们拭目以待。无论结
果如何，都希望多一些顾大松这样
的公民，更希望我们的政府都能依
法行政。

“限牌合法性审查”为法治加分

葛公民论坛

2009年8月14日，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大伦在位时，特别喜欢别人称他为“官文
人”。李大伦曾出过两本书，有关部门查明，两本书均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
政机关强行摊派，几年下来，净赚3000余万元。 漫画/曹一

“官文人”

国企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一些国企负责人把国有资产
个人化，把企业账户当自己的钱
包，贪图享受，大肆挥霍；一些人
大权独揽，重大项目个人拍板，决
策过程不公开，任人唯亲；一些企
业管理混乱，有章不循，事权划分
不清，对下属子企业管控不到位。

国企腐败问题的核心，是体
制机制缺失、监督缺位，必须探索
长效机制，寻求治本之策，着力解
决共性问题。首先，要完善国有资
产资源监管制度，打破内部人控
制的状况，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
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监
管。其次，要加强和改进现有监督
体系。同时，加大审计力度，加强
对国企的审计监督和专项巡视，
力争实现审计全覆盖、巡视全覆

盖。再次，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
领导和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建
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下大力气
解决“责任追究难”的短板，推动
压力逐级传递、责任层层落实。

国企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和
关键时期，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
就越要强调依法合规。国企要更加
注重在法治框架下推进各项改革
措施，避免企业反腐“失之于宽、失
之于软”。国资国企改革、保增长与
反腐倡廉并不矛盾，必须始终保持
反腐败高压态势，将反腐倡廉与国
资国企改革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滋生的土壤。
(摘自《经济日报》，作者李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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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葛媒体视点

葛一语中的

再过些日子，就是农历新年
了。盆满钵满，不指望，只是想拿
自己该拿到的工钱回家过年 ,可
就是有一些农民工不如愿。欠债
还钱，自古天理。让人不明白的
是，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业主，自己
可以随便挥霍，就是不肯把仨瓜
俩枣的工钱支付给农民工。自己
可以在一些场合大手大脚露头露
脸花钱，却千方百计拖欠农民工
工资。

农民工的劳动必须得到尊
重。农民工用他们的智慧、辛勤和
汗水浇灌着城市之花，他们默默地
奉献，哪里苦，哪里脏，哪里累，哪
里就有农民工的身影。他们默默地
团结协作，一起出来的乡亲谁生病
了，大家轮流照顾；一起在工地的
工友谁家有难了，大伙儿一起帮

助。他们很少无事生非，无论是当
保安，还是搞清洁，无论是跑运
输，还是干工地，都本本分分，不
主动挑事，不刻意找事。他们巴望
着，在城里不要生病，踏踏实实干
活，踏踏实实挣钱，到手的钱或寄
到穷乡僻壤的老家，或年底鼓着腰
包回乡探亲，安慰年迈的父母、劳
作的妻子、可爱的孩子。兴许，还
可以同乡亲们聊聊城里的趣事，
在好朋友面前也“显摆显摆”。

欠薪的本质是什么？是对劳
动权利的蔑视，是对劳动者的不
尊重，是对劳动法的粗暴践踏。解
决欠薪问题，关键是必须树立尊
重劳动、尊重法制的意识,要加大
力度治理拖欠农民工工钱的咄咄
怪事，还劳动者一个体体面面。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南埂）

农民工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

国企反腐不能“失之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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