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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有消息称，中信证券徐某等８
人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财
经》杂志社王某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
制造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中国证
监会工作人员刘某及离职人员欧阳某
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已被公
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此举释放出一
个清晰信号：相关的证券市场违法犯
罪线索已被公安机关掌握。

今天，我们应善于用法治思维来
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用法治力量来
维护市场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当前，
要切实贯彻违法必惩、违规必究原则，
严厉打击资本市场各种违法违规行
为，大幅提高违法和失信成本，震慑不
法分子，让资本市场得到进一步净化。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需
要用法律和制度来维护，确保各市场
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中国
是法治国家，中国的金融证券市场不
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任何组织违法犯
罪，都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不管涉及什
么人，司法机关都应一查到底、依法惩
处，给资本市场参与者一个负责任的
交代，使中国股市开创健康、稳定、可
预期的未来。（摘自新华网）

“买得到查不着”呼唤监管升级

□刘瑞明

日前，2015年中国五百强企业
名单发布。和往年的排名类似，在
这份榜单中，排在五百强前列的依
然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常胜将军”。
根据这份榜单，前19名全部为国有
企业，营业收入上千亿的144家中，
央企占据了66席，地方国企占据了
52席，民营企业只有26家。如果将企
业的竞争比作一场赛事的话，央企
和地方国企无疑是这场比赛的大
赢家。但是别忘了，体育竞赛都有
个“尿检”的过程，也就是确定参赛
方是否公平竞技，那么，是否所有
企业都通过了任何公平竞赛都必
须进行的“尿检”呢？

如果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
境中，企业能够取得较高的营业
额和利润额，是一件值得鼓励的
事。因为在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
里，企业如果要取得较好的业
绩，必须首先为消费者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并在竞争对手的
威胁下改进技术、管理水平、服
务理念、降低价格。一旦企业不
能在这些方面提供优于竞争对
手的产品和服务，理性的消费者
就会“用脚投票”，跑到竞争对手那
里去消费。这种企业间的正当竞争
能够充分保证消费者的利益，并且
迫使企业自身不断创新以避免被
淘汰，其结果是消费环境不断改
善，社会经济持续繁荣。

但是，如果企业依赖一些行
政壁垒或者垄断特权获得较高
的营业额和利润额，则不仅不值
得鼓励，甚至是需要反对和革除

的。这是因为：第一，如果企业拥
有垄断特权，那么，竞争的结果本
身就不公平。第二，当垄断企业依
赖于行政壁垒的优势就可以轻松
获得大量利润时，企业自然而然
就丧失了创新的动力，长此以往，
企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由于进
入壁垒的限制，消费者也不具备

“用脚投票”的选择权，处于“任人
宰割”的被动地位。第三，那些无
法拥有垄断地位的企业面临着更
为恶劣的竞争环境，利润比正常
的市场环境中要少，从而其无法
将更多的利润用于再投资，持续
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企
业的竞争力也难以增强。第四，当
垄断成为利润的重要来源时，所
有的企业都试图通过争取垄断租
金而不是正当的市场竞争来实现
高额回报。那些没有垄断地位的
企业可能通过向权力靠拢来获取
垄断地位，那些已经拥有垄断地
位的企业为了避免其他企业与其
分享垄断租金，也会尽可能游说
政府保持现状，从而形成“寻租”
和“护租”的不断循环，将资源浪
费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上。长此
以往，不仅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
和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也会导致
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扭曲。

反观中国的企业五百强名
单，我们可以发现，位居前列的都
是国有企业。众所周知，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相比，其长期享受着
由行政保护和垄断地位而带来的
高额租金。二者本来就不在同一
个起跑线上，所以“五百强”的榜
单排名和民营经济在整体经济发

展中的贡献是严重不匹配的。从
这个意义上讲，依靠垄断地位获
得“五百强”的企业并不能真正被
称为“五百强”，不仅不值得敬佩，
反而是需要反对的，因为它们只
是被“扶持”和“保护”的对象，甚
至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正因如
此，我们才看到如今的“互联网
+ ”备受创业者和消费者的青
睐——— 对于创业者来说，“互联网
+”很大程度上绕过了固有的行
政垄断，冲击着现存的利益格局；
对于消费者来说，创业者的“曲线
救国”，将一部分垄断利润回馈给
消费者，就像悬殊的存贷利率比
养肥了四大行，而互联网金融的

“宝宝”则将一部分资金收益拿出
来作为消费者的收益。

所以，在新时期，我们不仅仅
需要关注“五百强”的企业有哪
些，更要关注如何使得“五百强”
企业变成真正的强者。应该说，国
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操作，
都在一点一滴进行着。所幸的是，
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到“垄断”和

“不公平竞争”的危害，一些领域
也在尝试着进行“边缘性的改
革”。比如，在金融领域，逐渐实现
利率市场定价，允许民营银行的
设立。又比如据最新的消息，国家
已经开始将原来少数大型国企独
享的“原油进口权和使用权”赋予
民营企业。尽管改革的步伐依然
需要加快，但是这些信号让我们
看到，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
进，未来的“五百强”很有可能发
生变化。（作者为西北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副教授）

坐享垄断地位，上榜也难称“强”

葛读者来信

大家谈

健康的股市

需要法治护航

葛媒体视点

□泉心

26日，《齐鲁晚报》对济南市
民关注的烧烤肉制品情况进行
了报道。在七里堡批发市场肉制
品批发厅内，记者1个月内共3次
发现了在售的疑似不明厂家袋
装烧烤肉制品。但食药监部门介
入检查的这1个月中，并未查到
记者看到的 2款烧烤袋装肉制
品，而不明厂家的烧烤肉制品却
仍然有售。

这些烧烤肉制品买得到却
查不着，上得了老百姓的餐桌，却
很难找到上游来源。值得追问的
是，一个每天都在对外销售烧烤肉
制品的批发市场，还有多少生产日
期不明、厂家不明的产品？明明存
在的“问题肉”，却总能逃过监管部
门的眼睛，对“撸串”情有独钟的老

百姓怎么能对食品安全放心？
烧烤肉制品到底安不安全，

显然已经成了监管部门必须直面
的问题，单从买得到却查不着这
一点来说，相关部门的监管方式
就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如果说批
发市场的商家，确实有蒙蔽监管
者的“斗争经验”，那也需要监管
人员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或者也可以从发动群众入手，降
低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门槛，别
总是拿“没发票、没收据”等当理
由。既然商家对监管人员有防备，
总不至于对普通的消费者也有防
备吧。有了公众参与，何愁抓不住

“问题肉”的小尾巴呢？
再者说，监管部门找不到“问

题肉”，非但不能打消老百姓的担
忧，反而有损监管部门的公信力，
以后再得出“检查合格”的结论，

群众心里也得打个问号——— 或许
并非没问题，而是没查着。要是公
信力丧失了，恐怕要比单独某个
产品不合格，更容易增加人们的
不安全感。一旦落入了所谓的“塔
西陀陷阱”，公众养成了习惯性
质疑的思维，监管部门也会成为
受害者。

所以说，面对食品安全这个
老问题，面对狡猾的商家，监管
部门必须要找到应对之法，既要
对老百姓负责，也要对政府的公
信力负责。更何况，总让不法商
家逃脱法律责任，必将助长违法
者的底气和侥幸心理。到了那个
地步，食品安全面临的形势也将
更为严峻。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不能听任哄抢留下“一地鸡毛”
人性的贪婪总是经不住考验的，放任违法行为的结果就只能是秩序的混乱，而这将加剧道德沦丧。与

其任由恶性循环持续，不如及时亮出“红牌”，勒住眼看就要坠落悬崖的那匹“道德之马”。

评论员观察

几天前，一辆大货车在焦桐高
速河南泌阳段倾翻，20吨苹果散落
在地，很快被闻讯赶来的附近村民
哄抢殆尽。而就在25日，同样的情
况发生在了荣乌高速利津段，唯一
的区别是，苹果换成了满地散落的
鸡苗。

此情此景之中，看不到一点文
明社会的影子。不奢望人人都当助
人为乐的“雷锋”，但不侵犯他人权
益的底线意识总归是要有点的。在
不同地点接连发生的哄抢事件，而

且还是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已经
显现出大面积的道德沦丧。在软性
的道德约束已经不起作用的时候，
也唯有以法律的强制力对人们的行
为加以约束了。

从新闻报道以及现场图像来看，
这两起哄抢事件已经达到疯狂的地
步，有自带箱子往返多次的，有打电
话呼朋唤友的，也有专门把三轮车开
到现场的。尽管货车司机在现场含泪
劝阻，处理事故的交警也在不停制
止，但仍挡不住闻讯赶来的村民。虽
说农村不富裕是现实，但在当地温饱
已经不成问题了，更没有什么令人命
悬一线的饥荒，那哄抢就只能用“不
抢白不抢“的占便宜心理来解释，说
是见利忘义一点都不过分。而且整个
过程持续数小时，还呈现出全员出动

的架势，足见道德沦丧在一些地方已
经呈现蔓延之势。

到了这种地步，再提文明的涵
养、道德的教化，想必是很难见效，
也只能通过外部的力量，让那些践
踏法律与道德底线的人付出应有
的代价。事实上，对于不同程度的
哄抢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
分别都有明确规定，但以往有类似
的事情发生，法律起到的作用却微
乎其微。像去年年初发生在连霍高
速榆中段的哄抢事件，可以说是近
几年来处理最为严厉的，也只是对
四名村民做了行拘，对其余数十人
只是批评教育。正是失之于宽的处
理“经验”，助长了法不责众的心
态，使类似事件不断重演。

当此之际，相关执法部门切莫

再有息事宁人的鸵鸟心态，而应该
出手时就出手，依法对相关人员作
出处理，用法律的强制力托起公众
的底线意识。其实在现场，前来处理
事故的交警也都配备了执法记录
仪，网络上流传的图片清晰易辨，记
者探访时则发现，鸡苗大多还在村
民家里，调查取证并没有多大难度。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职能部门是否
严守法律，是否抹得开“面子”，是否
愿意动真格。

事实证明，人性的贪婪总是经
不住考验的，放任违法行为的最终
结果就只能是秩序的混乱，而这将
加剧道德沦丧。与其任由道德滑坡
的恶性循环持续下去，不如及时亮
出“红牌”，勒住眼看就要坠落悬崖
的那匹“道德之马”。

葛公民论坛

“寻官公告”

更像“避责公告”

□舒圣祥

近日，湖南省郴州物价局在《郴州
日报》上发布“寻官公告”称，副局长袁
国富“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开工作
岗位，请于2015年8月28日前回单位人
事科报到上班，否则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予以辞退”。

公务员法明确规定，旷工或者因
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
归连续超过十五天的，予以辞退。这位
副局长从7月27日起就没上过班，早就
满足了连续旷工超过十五天的条件，

“寻官公告”中设定的最后期限8月28

日，倒让人搞不清楚具体依据何在。
擅自延期的“寻官公告”，看似颇

为严厉实则异常宽容，说白了就是要
为自己开脱责任留下“证据”——— 没有
及时处理是失职，有了“寻官公告”就
不担心了；没有严肃处理是违法，有了

“寻官公告”就不害怕了。
所谓“寻官公告”，其实就是一个

“避责公告”。无论是应对上级部门可
能的事后问责，还是应对失踪副局长
可能的事后质问，都是最好的纸上凭
据。明明是违法延期处理甚至是不得
不处理，却搞得像是刚直不阿严格执
法；明明是对副局长特事特办，却搞的
像是副局长同样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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