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诚意的反思比“雷人回复”更可怕

涉黑的“爱心妈妈”是谁吹大的泡沫

5月4日，河北省武安市官
方发布了一条消息称：多部门
联合执法，对该市李利娟创办
的民建福利爱心村依法予以
取缔，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也撤
销了该福利爱心村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消息一
出，舆论哗然。李利娟是一度
蜚声全国的“爱心妈妈”，2006
年还被评为感动河北人物。

官方通报的信息说明两
个问题：第一，其所创办的福
利爱心村恐怕徒有虚名；第
二，其本人还涉嫌扰乱社会秩
序、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
为，被公安机关依法实施刑事
拘留。据官方提供的数据：经
初步调查，李利娟在武安有多
处房产，在邯郸也有房产，平

时不在“爱心村”居住，名下有
路虎、奔驰等豪车。不仅如此，
经公安部门初步查明，李利娟
名下存款有2000多万元，美金2
万元。一个不拿薪水的“爱心妈
妈”，蛰居乡野而无私奉献，要
解释清爽这些豪宅名车与巨额
资产，难度系数实在有点高。

眼下来看，梳理李利娟的
问题，不说罄竹难书，但罪案
累累是笃实的：比如32名号称
来自李利娟爱心村的“孤儿”
学生，实际上都有父母或法定
监护人；比如李利娟一直拒绝
依法与民政部门合办福利机
构，不仅如此，安全检查进不了
门，公安机关采不了血，甚至其
对消防整改通知书也拒签；再
比如，仅2017年，李利娟就通过
当地民政部门，领取低保金、房
租取暖费、房屋修缮费等共计

127万多元……眼看多年来，“爱
心村”成了“独立王国”——— 谁
也管不了，钱还不能少。

作奸犯科的，终究罪得其
咎。但问题是，一个农村妇女，
竟然在20多年间构建起一个
超然于法治之外的荒诞王国，
这是她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么？
按照民政部门的规定，社会福
利机构必须合办且要年审，而
李利娟完全不买地方民政部
门的账。且不说相关部门咽不
咽得下这口气，一直到2 0 1 7
年，其仍然不折不扣地给“爱
心村”发补贴，这背后究竟是
怎样的行政逻辑？

李利娟并非权力掌控者，
却在经济社会的版图上演出
了诸般闹剧、丑剧，只能说，地
方权力生态与公共治理出了
问题。这问题，不仅绵延若干

年，可能还关涉诸多部门。换
言之，有多少人被李利娟蒙骗
或欺负，就必然有多么庞大的
黑恶之力在背后为其撑腰。慈
善机构的问题，行政机关管不
了；涉嫌犯罪的问题，司法机
关管不好。这究竟是李利娟之

“幸运”，还是更多人的不幸？
现在更要追问的是：究竟

哪些人、哪些力量，助长并支
撑了李利娟和她“独立王国”
的嚣张气焰？他们存在哪些明
晃晃的失职渎职行为，又在背
后进行着怎样的利益勾兑？即
便这些问题属于杞人之忧，地
方权力部门仍有必要谈谈：面
对李利娟，他们忌惮的究竟是
什么？轰然倒下的人设，是李
利娟的人生谢幕，也应是丑剧
起底的开端。（摘自光明网，作
者光明网评论员）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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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唱高调也不行

您从农民到企业家，有没
有什么人生信条？

李建华：我的人生信条
有，就是生不带来死带不走。
国家给你这个平台，你就应该
实现人生价值为国家做贡献，
应该去奉献。

生活中常见的娱乐场所
我几乎一次都没去过，现在我
们自己建起来的温泉、高档酒
店，也基本上没去过。这么多年，
我都不会享受。等到后来我彻底
退了，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年轻人
了，我可能会享受一下。

这么多年，我最高兴的事
情就是围着企业转。我这么多

年，每天坚持6点半上班，来了
就看看工人是怎么干活的，看
看环境怎么样，还能锻炼身
体。当然，现在转不过来，因为
厂子太大了。

这些年我获得的各种奖
金也有好几百万，我一分也没
要。我之前对这些看得非常
淡，有机会能拿奖就很好了。但
是这几年，我也开始改变观念，
就是给职工提高待遇，也是必
须的。有的时候光唱高调也不
行，我这样想大家不这样想，就
没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做事厚道非常重要

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同国
际大企业竞争？

李建华：华泰在黑龙江有
一个新闻纸工厂，后来我把它
搬到了广东。这就是要用最低
的投资，用现代化的设备来生
产。之所以这样办，就是要参
与国际竞争。中国的造纸企业
和世界企业参与竞争，需要做
强做大。我们的原则是要做大
做强，但更要做强做大。企业首
先要看准，不要贪大。

此外，企业的管理必须要
跟上。很多小企业垮了，就是

因为带头人自己先贪图享乐。
还有企业拿着钱乱花，出去买
房买地，结果都撂在那儿了。
华泰是从小厂起家的，到现在
都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非常
不容易。

当然，对于我们山东企业
来说，讲诚信、做事厚道都非
常重要。我们鲁商这么多年，
其实是树立了山东人的形象
的。我们干企业的，所做的每
一件事情，都应该是在公道
上。对老百姓的事，也不能趾
高气扬觉着了不起。处理各方
面关系，都要树立起这种形
象。而这种形象，在真正的竞
争中，是很有作用的。

五百强企业找我们来合
作，就是觉着我们比较讲信
誉。他们有时和我们合作，只
是派了个财务来中国，其他全
权交给我们。这就是对我们的
信任。

年轻人是企业未来

您准备如何培养下一代
的企业家？

李建华：我们这一代人，
其实很多都不如年轻的。年轻
人，才是企业的未来。我退下

来之前，一定要给年轻人创造
良好的环境，不留下后患。要把
一批能征善战的企业家培养出
来，为家乡做点贡献。

还有，虽然在一些领域，
我们不如年轻人 ,但这不是说
我们没法教育这些小的，在爱
党爱国、为人民服务这些地
方，老的一定要好好为他们做
出表率。现在中央正在推动这
些，其实这是非常对的。没有
这种干净，光为了赚钱，哪有
那么大干劲儿？

我出门从来不坐头等舱、
不住五星级酒店。那些年轻
的，也会跟我学。如果我带头
不遵守规矩，那风气就坏了。我
曾经给他们讲过当年我们创业
时的故事，比如说春节值班没
有暖气，直接在草席子上铺被
子，比如自己出去拔草等等。他
们都不信，说怎么可能这样。
我们就要给他们看照片，每个
年轻人都要去看看。

还是那句话，必须对年轻
人进行传统教育，他哪怕不
听，也得让他们去试试。当然
你让他们吃不好穿不好，那是
不行的。但是让他们站有站
相、坐有坐相，这是可以的。

（本报记者 高寒）

诚信厚道的形象也是竞争力

无论是自己直接管理，还
是花钱请第三方运维，互联网
思维不在于政府内部是否设置
了专门机构，也不在于是否用
上了最新的互联网工具，而在
于能否“以用户为中心”。说白
了还是那句话，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
巴”“我仿佛听见了一群蚊子在
嗡嗡嗡”……近日，安徽省池州
市贵池区人民政府的官方微信
公众号，在群众反映情况时给
出如此“神回复”。当地官方表
示，那两句话属系统自动回复，
是公众号出现故障所致，已对
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下一步
将深刻汲取教训。

在官方回应中，贵池区信
息办表示将深刻反思问题与不
足，但其作出的一系列解释，似
乎并没有体现出深刻反思的诚
意。用“技术问题”做解释，其实
并不能解答公众的疑惑，而强
调“系统回复”和“出现故障”，
更像是在帮助事件中的“人”推
脱责任。群众“前来”反映情况，
给出“神回复”已经够糟糕了，
要是善后处理仍旧无法令公众
满意，政府的形象无疑会遭受

更沉重的打击。
早在“神回复”截图贴到网

上的时候，当事网友就曾提到
过，区信息办的工作人员曾经
给出“系统自动回复”的解释，
当时这种说法就受到过质疑。
一来，微信公众号设置自动回
复是常用的办法，但“当哑巴”
或“蚊子嗡”的表述并不常见。
二来，就算真的是自动回复，人
们很难想明白，这两句自动回
复会应用在怎样的对话场景
中。人们能够理解系统出现故
障，但故障如此奇特就不能不
引起追问了。当地官方的回应，
显然没有给出清晰有力的解
释，甚至进一步加深了质疑。

即便不纠结于“是否自动
回复”，当地官方对这一事件的
处理，也有“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的嫌疑。现实负责政务双微
的区政府信息办，把责任推给

了代运维单位，借着“故障所
致”，把责任推给了所谓后台智
能回复软件“小黄鸡”，而整个
官方回应中甚至连代运维单位
的名称都没公布。具体到责任
追究，目前也只能看到代运维
单位“对平台技术责任人和公
众号维护人员分别作出严重警
告和警告处分”，这种内部处理
恐怕都称不上追责。如此做法，
更像是写下一篇用来平息舆论
的表面文章。

当地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善
后处理，确实很难让人满意，而
更令人担心的是，事件所反映
出来的当地官方对待网上政务
的态度。无论是官方网站、官方
微博还是政务公众号，都代表
了官方的形象，都检验着当地
政府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含糊其辞的回应，轻描淡写
的处理，哪里看得到服务意识

呢？如果类似的“系统神回复”
发生在一家淘宝网店，绝大多
数“老板”都会做得更好，都会
解释得更清楚，都会让“亲们”
更满意、更舒心。

这样来看，从起初的“神回
复”到事后的官方回应，在主观
态度上一脉相承，也正因为一
开始服务意识就不强，这才会
出现如此奇葩的“系统自动回
复”。现在谈互联网思维已经成
为潮流，政务工作也不能例外，
不妨以“贵池”为关键词搜索一
下，加V认证的政务公众号就
有几十个。但别忘了，无论是自
己直接管理，还是花钱请第三
方运维，互联网思维不在于政
府内部是否设置了专门机构，
也不在于是否用上了最新的互
联网工具，而在于能否“以用户
为中心”。说白了还是那句话，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乔杉

有网友最近遇到了这样一
件怪事。他购买的号码是一个

“二手手机号”，原号主在注销
号码的同时，并没有将绑定的
相关业务注销，这一号码还可
以登录前号主的微博。（5月6日

《北京青年报》）
问题的根源看似在前号主

身上，但前号主主要是与运营
商产生关系的，与新用户之间
并不产生联系。新用户可以对
前号主提出道义上的请求，作
出理性上的提醒，但很难进行
法律上的要求。既然前号主已
经结束了前一段服务，只要其
本人愿意承受代价，新用户根
本无法提出过多的要求。即便
提出要求，也有可能无视。

与新用户真正产生关系的
是运营商。用户购号，运营商卖
号，双方是契约关系。目前，二
手号码已经成为选号系统内的
主流，很多用户根本不知道自
己选用的是二手号码，更不知
道二手号码存在这么多麻烦。
运营商之所以提供二手号码，
主要是出于利益考虑，当然有
责任给用户一张干净卡，让用
户享受到“第一手服务”。而现
在用户没有享受到这一服务，
运营商自然需要承担责任。

诚然，运营商也未必想见
到这一局面，但没有任何理由
让用户陷入麻烦。从根本上讲，
运营商要考虑到类似问题，将
二次验证问题设计在内。在目
前的技术条件下，运营商只要
想解决麻烦，也不是完全无计
可施。对于用户来说，想要化解

“二手号码烦恼”，只能一对一
地“定点清除”，而运营商在提
供号码之前，完全可以与主流
APP沟通注销相关信息。对一
些漏网之鱼，运营商则应该提
供救济渠道，由自己而不是推
给用户与有关AAP对接。

二手手机号应该有“第一
手服务”，运营商不能当“甩手
掌柜”。业内人士建议App也设
置沉默期，这当然值得期待。可
由于利益问题的存在，没有运
营商推动，恐怕很难实现。

“二手”手机号

应有“第一手服务”

葛公民论坛

葛“新动能·新思想”访谈

葛媒体视点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
批企业家，华泰集团董事局主
席李建华在生活、工作上都非
常朴实。同时，他对一些看似敏
感的话题也毫不避讳。目前山
东省正在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不妨听听这位农民出
身的企业家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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