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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反腐腐新新战战：：反反懒懒政政怠怠政政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反腐高压，懒政抬头

3月5日，“懒政怠政”首次
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并
非偶然。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查处
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数
十位省部级以上“大老虎”，让
民众看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
治理腐败的决心，也让部分心
存侥幸者开始抱起“但求无
过，不求有功”的念头，企图安
安稳稳不作为来逃避反腐的
惩戒。

在大老虎中，只有一个人
没有涉及恶劣的贪腐情节，那
就是2014年8月被判刑的湖南
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北京
市二中院以玩忽职守罪，一审
判处童名谦有期徒刑5年，判
决后，童名谦表示不上诉。

童名谦也成为十八大后
首个因“玩忽职守”获刑的省
部级高官。法院对童名谦的判
决中指出，童名谦在担任衡阳
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衡
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临
时党组书记、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期间，对省人大代表选举
中存在贿选情况的举报，不进
行调查和处理，严重不负责
任、不履行职责。

随着反腐深入，玩忽职务
者开始紧张起来，但怕犯错
误，不敢作为的逆流涌动。

2014年5月30日的国务院
常委会议上，李克强表示，“我
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
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
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
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

‘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
态度，敷衍了事。”

在此次会议上，李克强要
求，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
所有政策措施必须不折不扣
落实到位。

3个月后，在全国政协常
委会议上，广东省侨联原副主
席李崴向王岐山提出“推进反
腐一些官员不作为怎么办”的
问题。李崴说，老百姓非常认
可中央反腐、贯彻落实“八项
规定”，但现在不少官员存在

无作为或乱作为现象。王岐山
则回应，自己早已经关注这一
问题，并解释，与“不作为”相
比，乱作为，危害更大，亟待整
治。

2014年7月，北京市高院
就审理了一起涉及“懒政”的
行政诉讼。因涉及拆迁，北京
市西城区市民要求政府公开
拆迁信息，遭拒后，起诉区政
府不作为，一审败诉后上诉到
北京市高院。在北京市高院法
庭上，北京市西城区区长王少
峰承认，西城区房管局告知书
存在表述不严谨的问题。

面对反腐中出现的懒政
抬头，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要在今年完善政绩
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
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
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
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
任。

慵政懒政

被定性为腐败

对于慵政懒政怠政，中央
已经将其定性为一种腐败。

今年2月，李克强在国务
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通
过一系列数字说明了懒政怠
政的不良影响：2014年投资完
成率总体上达到86 . 8%，但个
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
一半左右；全国建设用地供应
量下降16 . 5%，已供土地使用
率只有50%左右。在懒政怠政
的影响下，党中央和地方启动
的一批重大发展和民生工程
实施效果不够理想。

“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有
的。项目批了，资金下了，土地
供了，为什么工程上不去，要
从精神状态、作风行为上找原
因。”李克强要求，针对发展和
民生工程，要分解细化，逐级
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立下

“军令状”，确保事有专管之
人，人有明确之责。李克强还
强调对重大投资项目要倒排
工期，确保质量安全等前提
下，尽量往前赶。

会议后，各地和各部委也
分别召开会议，强调整治懒政
怠政。3月19日，河南省政府以
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第三

次廉政工作会议，省长谢伏瞻
说，年内重点展开懒政怠政、
为官不为专项治理，解决部分
政府工作人员“不敢为”“不会
为”“不想为”等突出问题。

4天后，陕西省政府也召
开会议，强调展开懒政怠政的
治理；紧接着，农业部、宗教总
局等也开会，要求整治懒政怠
政。

早在2014年，多地就在省
级层面下发了专门针对懒政
怠政的治理文件。如北京市
纪委等部门下发《关于开展

“庸懒散”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知》，河南省制定《关于对
省直机关“中梗阻”及“基层
和群众办事难”问题进行整
改的意见》。

2015年3月26日，中国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
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
的通知》，部署从今年3月至
12月对全国政府网站开展首
次普查。有评论称，此次清理

“僵尸网站”，将倒逼政府网
站改革，有助于破除为政不
为等观念，唤醒政府官员为
民服务的意识，以更开放的
姿态来应对信息公开和人民
的监督，加快服务型政府的
转型进度。

政商勾结不行

“背对背”也不行

在近日召开的博鳌亚洲
论坛2015年年会上，反腐也是
热点话题。有企业家指出中
央高压反腐形势下，官员确
实“不吃、不拿”了，可“也不
干”了，有的官员则搞“软拒
绝”，冷落企业。这种所谓政
商之间的“背对背”关系，还
是“不作为”的懒政怠政思
维在作祟。

郑永年在此次年会上指
出，政商关系也是政治生态的
一部分，“勾肩搭背”会破坏政
治生态，“背对背”同样也不利
于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格力
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也指出，由
于政商关系“背对背”，本应由
政府提供的服务大打折扣，企
业发展就得不到正当的支持，
这也是企业家们所不愿意看
到的。

郑永年此前表示，官员出
现不作为的状态会影响经济
发展。如果含金量高的权力掌
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却不作
为，就会产生权力闲置，“既没
有跑到企业，也没有跑到地方
政府，也没有跑到社会，会出
现权力闲置的状态，这非常不
利。”郑永年说，经济发达的日
本、东亚四小龙，政府都是非
常作为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刘学良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如果政府、官员不
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很多
问题会得不到解决，“当下，经
济新常态是中高速增长，经济
处于调结构的阶段，如果出现
懒政怠政，不利于具体政策落
到实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竺乾威撰文《经济新常态下的
政府行为调整》，文中强调，进
入新常态，政府需要越来越多
地扮演服务者角色。由于市场
将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这就要求政府考虑如何
更好地为市场服务，要求政府
如何更好地为市场的主体—
企业和企业家服务。刘学良
说，“这一切的落实都靠公务
员。”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中心
副主任庄德水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中央已经将治理“懒政
怠政”升格为常态性举措，反
腐扩展至懒政怠政治理，表明
反腐已进入深入期，攻坚任务
更具釜底抽薪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
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
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
为 ，应 该 督 促 其 纠 正 。《 决
定》还明确提出，行政机关要
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
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
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
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
惩处失职、渎职。

庄德水认为，通过《决定》
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政
绩考核评价机制可以看出，治
理懒政怠政将成为一项常态
性举措，不过，其本身实现常
态化尚待时日。

（上接B01版）

3月26日，国务院发文首次清理政府“僵尸网站”。在电子政务的风潮下，大大小小的政府网站曾如雨后
春笋。但随着风头吹过，许多单位也就懒得打理，让旨在强化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政府网站成为僵尸。

“僵尸网站”产生于“懒政思维”，而为官不为则是目前高压反腐之下，腐败的另一个变种。
“怕犯错误，不接电话、不接文件、好好学习、看书，这就是部分官员的新常态。”3月21日，新加坡国立大

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不作为也是腐败，甚至是更严重的腐败。
高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懒政怠政”，强调对为官不为、懒

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将反腐推向深入，治理懒政怠政必将成为一项常态性举措。

1990年，习近平从福建宁德调任
福州市委书记，当年在《领导科学》发
表了一篇《为官之道》的文章。他从
本、理、德、义四个方面谈做官：一是

“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
方”；二是“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三
是“为官之德在于清廉”；四是“为官
之义在于明法”。

这篇文章不长，但内涵十分丰
富，可以看出习近平对这一问题有过
长期思考。他认为“从做官的第一天
起，就要思考为什么要当官和当什么
官这两个问题”，当官重在做事，青史
留名者不是官衔高者，多是做事者，
并列举了李白、杜甫、李冰父子、设计
赵州桥的李春等。

文章中还对为官明法进行了阐
述，并引用北宋包拯的“法令既行，纪
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
民”，反对好人主义，提出领导要“秉
公办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

这篇文章发表14年后，习近平已
经从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来到中国
市场经济最活跃的浙江。他又在《求
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当时他的职务是浙
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文
中谈到“在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党
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首先要算算

‘三笔账’”，一是利益账，“我们得到
的已经不少了，应该十分珍惜”；二是
法纪账，“千万不要以为吃一点、拿一
些、玩一下没关系”，“不管是谁，违纪
违法终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三
是良心账，以权谋私“不仅丧失了为

‘官’之德，也违背了做人的良心”。
2007年，中央组织部主管的唯一

公开发行的党刊《党建研究》刊登习
近平的文章《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八
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提出领导干部
要从“理念、德行、用权和自律”等方
面严格要求自己，文中再次谈到做人
和做官的问题，要“慎独、慎欲、慎微、
慎交友”；在谈到领导干部不要为人
情和面子所累时，认为“要学会包公
的‘黑脸’”。

从习近平关于如何为官的一系列
文章可以了解，他对为官之道的深刻
认识和对官场腐败的“零容忍”态度。
这无疑再次证明，十八大以来中国官
场的反腐整风，不会是一时之举。

发展经济量力而行，曾

给大干快上泼冷水

习近平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有
很多，其中一篇写于25年前的文章非
常重要，其思想至今仍对经济发展具
有指导意义。

1990年，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
的习近平在福建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福建论坛》发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
发展的六个关系》。这是目前期刊数
据库上找到的习近平谈经济工作公
开发表的最早一篇文章。

该文谈的是闽东经济发展，但从
中可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些发端，
有助于理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文章
认为闽东经济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六
个关系，一是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
关系；二是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的关系；三是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调
整的关系；四是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
山区与沿海的关系；五是改革开放与
扶贫的关系；六是科技教育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

习近平认为，经济发展要因地制
宜，量力而行，不能眼睁睁盯着一些
近期不具备条件的事而不顾时机、步
骤，这与一些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大
干快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
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去年到闽东工
作，听到三大热门话题：开发三都澳、
修建福温铁路、建设中心城市。我认
为，全区上下议论这三大话题的意义
在于表明人们思变心切和自身认识
能力的提高。我之所以淡化这三大话
题本身的期望值，就是因为要强调其
中包含的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关
系。”习近平在文中写道。

关于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文章说，“应该在追求更高效益的角
度上来促进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
统一”，“立足于追求高速度，往往使
资源绷得太紧，整个经济生活没有回
旋的余地，不恰当的速度会对生产力
发展产生一种破坏作用”。

该篇文章没有空话套话，用经济
理论联系发展实际，论证有力，六大
关系把闽东经济的优势、劣势、发展
布局、未来出路谈得非常透彻。再对
照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和习近
平当年的这种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2011年1月，因土地纠纷问题久拖不决，海南省文昌市东郊镇政府获村民赠予“不作为”锦旗。(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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