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等总理“喊话”才行动

就在上周，三大电信运营商都
公布了提速降费方案，这个结果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多次督促密
不可分。相信细心的人也发现了，
最近一段时间类似的事还有不少，
总理的“喊话”让不少长期困扰老
百姓的问题出现了转机。

从表面上看，让总理着急的似
乎都是一些“小事”，但仔细想来，
这些“小事”背后也都反映了不同
领域在改革中所遭遇的一些大阻
力。从效果上看，总理“喊话”确实

能够督促相关部门想办法解决问题，
但我们国家这么大、事务这么繁杂，
总不能事事都等总理督促。肩负不同
职责的各个机构部门，更应该改变

“不戳不动”的被动状态，增强服务百
姓、解决问题的主动性。

一般说来，总理喊话涉及到的
问题，看似小事实则大事，他所提
到的具体事例，都反映了一些领域
长期存在的大问题。就像网速慢、
流量贵的问题，背后是中国网络建
设缺少创新的短板；“你妈是你妈”
的奇葩证明，反映出行政审批的繁
琐无章；至于大政方针卡在几个“处
长”手里，那是政令的上通下达遇到

“肠梗阻”。总结起来，这些问题都对改
革造成了巨大阻力，到了让总理感到
不说不行的程度，足以反映出问题的
严重性。

这些具体呈现在“小事”上的大
问题，之所以长期困扰群众得不到解
决，说明分管这些领域的相关部门机
构，本身缺乏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即
便听到总理“喊话”，有些恐怕也只是
应付一下。就拿网络提速降费来说，
工信部给出的目标只是“资费水平大
幅下降”等模糊表述，各大运营商制
定的方案更是被网友评为“没有诚
意”。在这里面，相关机构部门的惰
性暴露无遗。这不由得让人担心，
总理提到的问题尚且如此，那些

“喊话”没有涉及到或是没有具体
点出的，恐怕就更难解决了。

说到底，要想处理好这些具体
的“小事”，靠的不是中央领导的表
态，而是具体的部门干好分内事，
总理“喊话”要想作用，归根结底也
得看各个部门的履职情况。要知

道，类似奇葩规定这样的难事，难
就难在办事群众不知反映了多少
次，设“卡”的办事部门却始终没重
视起来。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用
好各种各样的沟通反馈渠道，让那
些形同虚设的电话、信箱、网络平
台充分利用起来，通过引入相应的
惩戒机制，变被动听总理“喊话”，
为主动解决问题。如果相关部门能
够把群众遇到的具体困难及时消
化掉，也就不会让总理“上火”了。

如此一来，不光是具体问题更
容易解决，老百姓也能从中看到官
方机构的诚意。尤其是现在，很多
部门口号喊得震天响，动辄表态要
提高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知道，能
否在职能范围之内主动解决问题，能
否及时地对民意做出有效反馈，就是
治理能力最突出的体现。

要想处理好这些具体的“小事”，靠的不是中央领导的表态，而是具体的部门干好分内事，总理

“喊话”要想作用，归根结底也得看各个部门的履职情况。

□于文军

近日，四川广安市邻水县部
分群众走上街头，表达希望达渝
城际铁路过境邻水的意愿，并聚
集超过八个小时。据记者了解，设
计单位提出了两个初步走向方案
供研究参考，其中东线途经邻水
县。5月7日，广安市发展委在回复
网友质询时称，广安支持“西线方
案为达渝铁路项目线路具体走向
方案”。（5月17日《新京报》）

围绕铁路走线、设站而展开
的“争路运动”在一些地方不时发
生。如今，四川邻水民众聚集游行
不过是“争路运动”的又一翻版。
如此“争路”，可以理解。在中国广
袤大地，没有铁路，城镇就是散落
的珍珠；通了铁路，城镇就是项链
上的珍珠。铁路的开通，不仅意味

着人们出行方式的变革，更被沿
线地区看做改变命运尤其是脱贫
致富的契机……

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令世人刮目相看，国力
大大增强，家底殷实了。然而，还
未到流油的地步，需要用钱的地
方很多，特别是在改善民生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当有全国一盘棋
的理念，统筹兼顾，科学论证尊重
铁路自身建设的规律。不能哪里
争得厉害就把铁路建到哪里，不
争的或争得不厉害的就不管。

在法治社会，表达诉求可以，
但要符合法治程序，地方领导应
引导规劝当地群众正确合理表达
诉求意愿。若考虑地方利益的小
算盘，打“悲情牌”，向上面施压，
或跑关系，玩“潜规则”，皆属旁门
左道，实不足取。

□张枫逸

16日，网曝“大连小伙从2013

年底起每次外出开房都被警察带
走”。大连警方17日回应，经查证
事件属实，原因是警方禁毒队信
息录入错误所致，已采取措施纠
正。目前，大连警方表示将对误录
信息事件进行倒查。（5月17日《新
华社》）

两年时间没解决的问题，甚
至前一天有关部门还在搪塞，却
最终不到24小时迅速“逆转”，有
关部门办事效率的前后对比，令
人五味杂陈。警方纠正一条错录
信息到底有多难？说不难吧，市民
反映问题一年半载还处理不了；
说难吧，媒体报道、领导批示后立

马就能解决。可见，难与不难就在
于有关部门有没有压力和动力，
愿不愿尽职履责。事后，大连小伙
感叹，“媒体的能量真是太强大”。
只是，难道所有的错录信息都要
靠媒体报道来纠正吗？

要想避免“神逆转”重演，各
级公安部门应引以为戒，除了对
具体事件调查追责，更要进一步
完善纠错机制。首先，规范信息录
入，加强信息核查，从源头尽早发
现和纠正信息错录；其次，加强各
地公安部门沟通，建立信息反馈
机制，执法机关发现错录信息必
须向信息登记部门及时反映；此
外，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
制，公安机关在接到市民反映后，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更正错误。

建铁路应遵循规律而非“民情”

葛公民论坛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大学就是在一个池子里学
游泳，如果有人学得快，可以到
外面的江河湖海中游游试试，但
是对多数人来讲，池子里还没游
好，到大江大海里游是很容易被
淹死的。

清华大学创新创业与战略
系教授杨德林表示，从过去的实
践来看，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并不
高，这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
国都一样。因此，大学生休学创
业不应成为普遍现象，应该避免
一哄而上。

如何处理应该法律说了算，
目前个人裁量的行为太多，该做
的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乱做。

在广东警官学院教授吴兴
民看来，在应对公共事件方面，

当前政府并没有成熟的处理模
式，很多事件出来之后，一般都是
主政官员想到哪做到哪。由于没
有明确的法治规范指引，现实中
不同官员的处理方式很不一样。

在地方官员权力得不到有效
约束的体制下，公民才不得不以
上访这种代价高昂的方式来维护
自身权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
表示，从处理问题的流程来看，信
访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
稳定的能力是有限的，解决这些
问题根本上还是加强地方民主与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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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神逆转”一再重演

业绩提升不能靠“换发型”

评论员观察

试说新语

葛一语中的

□崔滨

证券金融界的世道真是越来越
活泼了。上海多伦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拟更名“匹凸匹”（“P2P”的汉化）
后，股价连拉涨停，公司随后遭上交
所问询。15日证监会又专门对此事
做出回应，称本次更名涉及的转型
事项，无可行性论证，未正式开展业
务，无相应人员配备，更名与该公司
目前的业务领域和经营状况并无实
际相关性。以至于有网友戏称其是

“三无产品”。
早些年，当我觉得被生活撂倒

的时候，我就去把头发剪得很短，鼓
励自己“从头再来”。只是，同事总是
不给力，笑话我这是被放出来“重新
做人”。没想到，如今A股上市公司
也玩起了“换个发型重新做人”，而
且不管发型凹得多难看，股民还都
乐意追涨。

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
生，好的股民不在乎你叫的是阿猫
还是阿狗。自从“匹凸匹”名头出来
后，股价迅速一字涨停，留下那些不
敢改名叫“呕吐呕”、“鼻吐鼻”以及

“西吐西”的公司在风中凌乱。
也许以后一鸣惊人应改叫“一

名惊人”了。因为仅仅2015年至今的
130多天里，沪深两市就有多达79家
公司更名，平均不到两天一家。如果
再算上2014年182家上市公司更名，
A股2600多家上市公司，有1/10都换
了名字。

而且这些更名的公司，起的名
一家比一家风骚，既有从做湘菜的

“湘鄂情”改做新媒体大数据的“中
科云网”；也有从地板制造的“科冕
木业”改为“天神娱乐”的改元更名，

因 为 人 家 连 英 文 简 称 都 改 叫
“ZEUS”（宙斯）了。至于星河生物改
叫“茹木真”，天龙集团更名“山水文
化”，真是没有不敢叫的名儿，只有
你想不到的名儿。

更让你想不到的是，在A股这
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二次元空间里，
名字改得越奇葩，股价反而走得越
带劲。据同花顺统计，上市公司发布
更名公告后，持股30天平均涨幅达
1 0 . 0 7 % ，持 股 2 0 天 上 涨 概 率 达
68 . 57%。看来，连号称聪明人玩的证
券金融，也是个看脸的世界。

虽然说名字是一个公司的脸
面，但想靠更名来扭转公司的命运，
就跟我当年不断去剪头发以求转运
一样，不过是讨个口彩，在办公室当
个段子，讲个鸡汤怎么都行，可就是
别当真。因为真要提升业绩、改变公
司主营方向，靠的还是扎扎实实做
产品，勤勤恳恳跑市场。

尤其是面对那些名字特迎合热
点，主营业务却还是走老路的公司，
即便短期内股价因为改名而上扬，
只换汤不换药的虚假繁荣，只会让
盲目跟盘的投资者跌得更惨。这种
无节操、无节制的更名潮，不仅反映
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机
制方面的制度性缺陷，而且由此引
发的短期股价波动，也潜藏着少数
投资者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
违法行为的温床。

由此说回上市公司的名称，尽
管这只是几个语词，一条公告的事
情，就跟我心情郁闷了出门左拐理个
发一般轻松，但对于亿万投资者和偌
大中国金融市场来说，上市公司的名
称则是一家有追求、有理想公司的
脸面，每一次改动，都要慎重。

“新闻搭车”是举报人的一种
反应 ,他们趁着某个新闻热点真
相难求或正在火热时 ,借机把自
己想要为人所知晓的相关事实公
布出来。

而新闻之所以能搭车 ,更本质
的原因在于“舆情搭车”:公众存在
诸多诉求 ,这些诉求缺少一个释放
的渠道 ,一旦他们发现某个舆情热
点可以成为一个释放的通道 ,便将
所有诉求都转移到这个通道 ,通过
这个已经成为热点的载体传递出
去。可以说,“舆情搭车”才是根本,没
有舆情的诉求,就不可能出现“新闻
搭车”现象。

对于这种“舆情搭车”,有人会
说是一件好事 ,这会让很多隐藏的
问题得以暴露。这是观察“舆情搭

车”的一个角度。但是 ,“舆情搭车”
也带来了舆论引导中很多新的问
题和挑战 ,这些问题和挑战 ,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舆论引导的难度 ,也
会让公众处于一种舆情焦虑之中 :

或是不顾相关性、真实性一味搭
车；或是失去信任,怀疑一切。

有鉴于此 ,应该尽最大可能 ,不
让舆情诉求要靠搭车才能表达。
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主动打捞
梳理舆情 ,以信息公开引导舆论。
如果这个舆论学中的常识 ,在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可以得到贯彻和
落实 ,即使出现一个所谓的舆论热
点 ,人们也会坐等真相水落石出 ,而
不是匆忙搭车 ,借机传播自己的诉
求。（摘自《新华每日电讯》，作者李
劭强）

葛媒体视点

“舆情”无处释放，才借新闻“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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