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天津港爆炸不要“闭门”思过

昨日是天津港爆炸事故遇难者
的“头七”。此时，要追思也要反思，究
竟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损失
惨重的灾难。对事故的反思既要追查
相关人员失职，还要查找和弥补体制
的缺陷。人命关天，安全管理绝不能
容忍体制原因导致“三不管”地带。

事故发生之后，天津连续召开
了多次新闻发布会，并没有得到舆
情的好评。在此期间，各种谣言不断
传播。李克强总理对此看得很清楚，

“权威发布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
飞”。官方的发布为何不够权威？有
人认为，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官员级
别不高，权限不够，作了很多“不清
楚”“不知道”“不掌握”的答复，无法

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这个问题在
最初几次的发布会上是客观存在
的，直到天津市副市长和天津市
委常委相继亮相之后，被动局面
才有所扭转。同时也要看到，天津
官员之所以经常语焉不详、欲言
又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体制
牵绊，各类信息沟通不畅，确实无
法做到权威发布。

爆炸发生在天津港瑞海公司危
险品仓库，波及到滨海新区众多居
民。从行政管辖看，事故发生在天津
市，天津对事故处置具有不可推卸的
职责。据媒体报道，天津方面在13日
凌晨就成立了总指挥部。但是，天津
方面在天津港的指挥不可避免地遇
到了体制障碍。天津港在行政上隶属
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在港口业务上却
归交通部管理。在港口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方面，交通部又委托天津市安监
局管理。昨日，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

区区委书记宗国英在回答记者“天津
港口管理”问题时，说了些特别绕的
话，仅一句“港口管理是由交通运输
部统一的，按照交通部的管理办法，
由市委市政府统筹”，就把很多人说
得迷迷糊糊。天津港出这么大的事，
至今不在新闻发布会上露面，公众也
不清楚究竟卡在哪里了。

尽管天津港现在像个烫手的山
芋，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天津港“双重
管理”的事实。如果不是这场爆炸，
很多人或许还以为“双重管理”就是
上了“双重保险”，其实“双重管理”
之下更容易出现谁都能管谁都不管
的问题。天津港名义上是市属国企，
但是企业在安全管理上却像个“独
立王国”，连公安消防都是自办的。
天津市安监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
也表示，关于瑞海公司的安评信息，
也要与交通运输部门研究并征求其
同意才能公开。如果天津方面在安

全管理方面根本就没有得到充分的
授权，追责的板子全打在天津似乎
也不太公平。但是去交通运输部问
责的话，他们可能也有很多委屈。天
津港在规划和安全监管上出现这么
多问题，确实是体制的因素使然。

像天津港这种级别不低体量很
大的国企在很多地方都是监管难题。
不少地方面对巨无霸的国企在监管
方面真的是有心无力、有责无力，甚
至比天津还尴尬，毕竟天津还是直辖
市，天津港还不算央企。近年来，一些
地方发生的安全事故不少都与体量
很大的国企尤其是央企有关，这很值
得有关方面反思。天津港爆炸暴露了
一些国企安全监管的薄弱地带和空
白区，如果反思和改进仍然是关起门
来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进行，而不
去努力打破壁垒、完善体制，做到真
正的权责统一，那么，各自所作出的
一点改进就很容易在扯皮中被抵消。

天津港爆炸暴露了一些国企安全监管的薄弱地带和空白区，如果反思和改进仍然是关起门来在各自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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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说当初，专业化的体工队
足球班一步到位，成了职业俱乐
部，后来才知不过是翻翻牌子。

体育评论员汪大昭撰文称，
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被很多人
称作“里程碑”，但相关规章和配
套政策是否可行，还得试过才
知。比起谁来当足协主席等猜
想，更值得盯紧的是未来足协的
机构和机制要接受社会评价，而
不再只是向行政机关交代。

没在泡沫里游过泳，绝不知
道怎么弄潮。

在北京东方弘道资产管理公
司董事合伙人张逸龙看来，从当初
的“下海”到如今的创业，说法不同

但道理一致。每一次经济大潮的袭
来，总能成就一拨人、淹死一拨人，
对于置身其中的人来说，最重要的
就是保持批判主义的理性以及能
够克服贪婪本性的自制力。

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官员逐
渐把民众监督、社会监督扔到了
一边，到后来再要让他们反省自
己的错误，那就更难了。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表
示，官员敢对巡视组拍桌子、说狠
话，足以证明其来就不把组织上的
监督当回事儿，这种脾气正是以往
那种“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监督
惯出来的。也正因如此，敢于动真碰
硬的巡视工作才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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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语中的

对逃脱监管者

就该深挖“背景”

每次发生安全事故后，绕不
开的一个议题是如何加强监管、
避免悲剧再度发生。然而很多时
候，我们并不缺监管制度，问题是
有些“有背景”的人总能绕过监
管；要想亡羊补牢，或许也不必再
立新规，监管者对所有人、所有企
业一视同仁，严格照章办事就已
经足够。

如今在一些领域、一些行业，
规则若有似无，于是乱象丛生。为
了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中生存
下来，普通人想方设法结交所谓
的“人脉”，力图让自己也有“背
景”，有点资源的人则努力寻求更
大的“靠山”，最终导致了更严重
的社会混乱。

过去的诸多案例已经反复证
明，那些异常的“能量者”背后，
往往都存在腐败弄权的行为。
典型的例子是，以往那些一出
事就叫嚣“我爸是××”的人，
最后大都变成了“坑爹”的熊孩
子，纪检部门基本一查一个准；
那些曾经炫耀与某些官场大人
物私交甚笃的人，在“靠山”倒
台后，通常都会给“拔出萝卜带
出泥”提供新的注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铁腕
反腐、八项规定、“反四风”等高压
态势下，有些人已经开始将自己
的“背景”隐蔽起来，不再像过去
那样高调地显摆，而是以各种变
通手段辐射能量，甚至“闷声发大
财”。这种由明转暗的弄权术，造
成的社会危害可能更大。对于这
种新现象，更要保持警惕，用“火
眼金睛”看清本质。

无论权大权小，都必须被束
缚在制度的笼子当中。唯有如此，
才不至于让权力成为破坏社会规
则的“背景”。避免社会规则和制

度被架空，不让“背景”的阴影成
为监管盲区，才能堵住潜在的安
全隐患。（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易艳刚）

工资指导线下调

释放什么信号

截至8月16日，全国已有14个
省(区、市)发布了2015年企业工资
指导线，与去年相比均无上调。这
是近些年比较少见的情况。以工
资权威信息发布的方式，向公众
所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经济增速放
缓，下调企业工资指导线，减轻企
业负担的意图比较明显。

经济增速越是放缓，对实体
经济的影响越大，势必会导致企
业利润的减少。而当企业所承担
的劳动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时，
企业能够选择的方式，就是减少
劳动力来维持基本平衡，不可避
免的就是有不少人将被企业裁
员，从而直接影响到这部分人的
正常生活。要保障劳动者有保障
地生活，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
境下，政府利用下调企业工资指
导线，以工资权威信息发布的方
式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合同
工资起引导作用，把过快增长的
企业劳动成本控制住。

工资指导线是企业决定工资
的参照系，对企业没有强制性，特
别是在企业用工紧张的情况下，
下调企业工资指导线在某种程度
上只是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在
保增长与保就业之间需要寻找一
个最佳的契合点，在什么情况下都
要保证实体经济的发展，只有保住
了实体经济，保就业才会成为有源
之水，一旦企业因劳动成本快速上
升，或转地、转行，或破产、倒闭，
最终伤害的都是普通劳动者的切
身利益。（摘自《证券时报》）

纵观职业篮坛，能在单场砍下60分并且连续两场得分过50分
的球员真可谓凤毛麟角。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金融系统篮
球联赛中，福州市长杨益民在球场上交出了这样一份成绩单———
连续两场比赛得分50+。（8月18日人民网）

葛公民论坛

跟权力比赛，谁敢不“放水”

□陈怀瑜

得领导欢心，学会递茶倒水是一
招；现在还另有一招叫“放水”——— 比
如跟市长打球，大家一起把“水”放起
来，让市长“赶超科比”，又能与民同
乐，此“水”不放，更待何时？

市领导成运动天才，何止篮球？
蚌埠举行足球赛，市长不仅带队夺
冠，比赛中还要独中四元；还有广州
珠江横渡，市委书记得第一，市长紧
跟其后获第二，这排序就跟俩领导
的职务相称。像这跟市长打球，市长
得分不第一，谁又敢第一呢？连给市
长“喂球”的原福建和上海男篮射手
龚松林，都甘居其后，何况赛场上的
普通人。这不过是官场权力游戏的

“球场化”，一场“陪太子读书”的表
演而已。

给市长“放水”者，网络上将其
喷得一头一脸的吐沫星子，“拍马、
逢迎”的板砖，也是乱扔了一地。不
过，当远离市长的“舆论家”们，站在
权力之手可及的地方，还能如此调
侃、讽喻他人的低眉顺眼吗？或真心

或假意间，“放水”于领导，几乎是国
人直视权力时的千年习性了。

让人骨头软的，不仅是自身缺
钙，更在“官本位”的等级体系，往往
是上级领导一句话，就能决定下级
以及权力笼罩下那些市场主体的命
运。那么，上有所好下必奉之，当权
力架构吸走了人的精神骨髓中的钙
质，也就不必太过责怪那些权力面
前的“放水”者了。

下对上的仰视，就成了官员保
持其“尊严和威严”的必备马甲。人
们此时恐惧与尊崇的其实不是掌权
者，而是官员背后的权力而已，这也
是为什么中国的官员最易感叹“人
走茶凉”。因此，想不让人对官员卑
躬屈膝，最根本的还是要约束权力，
不仅要约束行政体系内的人事权
力，更要管好伸向市场的权力之手。

否则的话，跟市长打球，敢不
“放水”也只有市长的上级了，难怪
有网友评论道，让超越科比的市长
去和省里领导比个高低。所以，不解
决官员手中的权力来源问题，不管
好官员手中的权力，赛场上放水于
官员的人，仍会“前仆后继”。

遇“放水”，及时下场才算明智

□李志国

一座城市的最高行政官员站
在了篮球赛场上，要是总被封盖、
被防死，才能称得上是新闻。倒是
这位市长，对这样的情况不可能预
料不到，真会打篮球的又怎么可能
看不出对手“放水”呢？市长“超越
科比”，不光是“官本位”的错，有权
者不知自我约束，还乐在其中，也
是重要原因。

要知道，市长参与篮球比赛，
尽管所在的队伍不参与排名，但既
然要参与竞技体育，总得体现点体
育精神。奥林匹克讲究的是更快、
更高、更强，运动要有实打实的竞
争，要是市长的参与导致“放水”连
连，起到的不是对体育精神的弘
扬，而是反作用。于是，市长饱受

“吐槽”、讽刺，完全是在意料之中。
对于地方官员而言，以亲身参

与体育运动体现亲民也无不可，但
在现实语境之下，最好还是别“入
戏太深”。象征性地开场抛个球，哪
怕是看出“放水”苗头后下场休息，
把比赛留给真正有心打比赛的人，
也是可以的。至少能够避免“上场
一时爽，下场成笑柄”的结果。

至于助力体育运动，也并非只有
亲自上场一条路，对于肩负着城市决
策、管理职能的地方官员来说，更应
该在自己的职能范围之内体现对体
育的重视。现在诸多调查都显示，城
市里普通群众参与足球篮球等运动
门槛很高，关键就是城市的“寸金寸
土”更多用于盖楼，没有给惠民的体
育场所留多少空间。假如市长能在
这方面积极作为，加大公共投入，
给市民更多的运动机会，远比亲自
上阵作用更大。

所以说，对于手握大权的地方
官员来说，把权力用在正地方，树
立对自我的正确认知，才是最为关
键的。一个欣然接受“放水”的人，
一个对享受权力好处习以为常的
人，又怎么听得进不同的声音，又怎
么在决策时集思广益。现在确实需要
外在的力量，比如说通过制度来约束
任性的权力，但这毕竟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官本位”作为一种行事思维也
并不那么容易彻底革除。那么对于掌
握权力的官员来讲，多一些理性的
自我约束，少一些享受权力时的泰
然，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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