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济南市掀起“问责风
暴”，各级纪委监察委严肃查处
了一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
等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问题。
155名干部和工作人员被问责，
其中106人被公开通报。如此大
面积的问责，在全省乃至全国都
是罕见的。但是，联系到之前济
南市主要领导在全市优化营商
环境动员大会上“要强化惩戒问
责”的表态，就能认识到这样的
问责并不是平地起风波，而是在
用实际行动兑现庄严承诺。

被列入问责名单的干部和
工作人员，有履职不力的，有违
反纪律的，还有服务意识欠缺
的，最终都破坏了济南的营商
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
洲论坛上指出，投资环境就像

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
外资。而济南当前正处于跨越
赶超的关键时期，要想加快打
造“四个中心”，建设“大强美富
通”现代化省会城市，必须营造
与省会城市地位相匹配的良好
营商环境。

对当前济南市营商环境，
市主要领导有很清醒的认识，
曾经当众痛陈比较突出的几个
问题：推诿扯皮突出，办事效率
低下，黑恶势力嚣张，服务态度
恶劣，工作纪律涣散，发展意识
不强。必须以革命的精神、革新
的精神，痛下决心解决这些问
题，也已经成为全市共识。但是
市民更关心的是，在推进营商
环境建设中，能否兑现“雷厉风
行”“动真碰硬”的承诺。从曝光

的30起典型问题中可以看出，
不少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因此
形成的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已
经根深蒂固，要继续优化营商
环境面临一场硬仗。

这次济南市纪检监察系统
用一场大规模的刀刃内向、自
我革命的问责行动，彰显了济
南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彻
底打消了市民的顾虑和担忧。
涉及155人的问责名单，释放和
传递的信号是失责必问、问责
必严。那些自以为不作为不担
当不尽责不算什么大问题的干
部和工作人员，应该由此认识
到，谁给群众找麻烦谁就是给
民心添堵，事关政治问题、官德
问题，各级纪委监察委不会放
任不管；那些自以为法不责众

或者自恃有功劳簿可躺的干部
和工作人员，应该由此认识到，
谁破坏营商环境谁就是城市发
展的“绊脚石”，问责真的是“一
个都不能少”，不要心存侥幸。
大面积问责体现出了“开局就
是决战”斗志，一定会形成影响
深远的震慑力，推动“放管服”
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
次”，对出现问题的部门层层落
实，逐一问责，并非一惩了之，
而是在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希
望那些在明察暗访中被发现问
题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真正认识
到问责不是最终目的，问责是
为了唤醒责任意识，只要敢于
担当、主动作为，也能迅速成为
优化营商环境的新亮点。

聚焦济南“问责风暴”①

问责就应该“一个都不能少”

因“社会需要”而设专业不可取

□徐洁

6月至7月是一年一度的
大学招考季。翻阅今年的大学
招生简章，笔者发现又有新鲜
事，若干所高校——— 从“双一
流”建设高校到普通本科院
校，甚至高职院校，其招生专
业中新增一门“大数据”。

早前就有媒体报道，今年
4月，教育部公布2017年度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
审批结果，250所高校新增了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
业。其中，山东有13所院校首
批设置，大部分院校今年开始
招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一时成为“爆款”。

如此热闹情景，让人感觉
似曾相识。多年前笔者高中毕
业时，法学专业也由于“社会
需要”成为当年的爆款，一个
县级高中的文科班七八十人

中，报考法学专业的几乎有一
半之多。有的同学被法学专业
力量强的大学录取，大学四年
固然收获多多；而有的同学阴
差阳错被调剂到某工科院校
的法学专业，虽也拿到本科学
历，但仍“大呼上当”。该工科
院校新设法学只一两年，老师
几乎全部为新招聘硕士研究
生，专业储备本就不足，上课
只好照本宣科，同学们大学四
年几乎全靠自学。

十年过去，专业机构麦可
思研究院发布的《2018中国大
学生就业报告》，已将法学专
业列为就业率最低的“困难
户”。真是“始料未及”。

眼下的大数据专业热可
谓“覆辙重蹈”。有实力的本科
院校设置大数据专业倒也罢
了，或许可以依托现有教育或
科研资源组建教研团队，招到
的学生或许可以胜任这一学
科的学习和将来的工作。有些
原本就无相关优势专业院校
也新开大数据专业招生，就有

些让人看不懂了。一所省内高
职院校，其优势学科本已在该
领域的高职教育层面特色鲜
明，无可替代，却也在大数据、
无人机上凑热闹。

一位高职院校管理者说，
连高职院校都追求大而全，除
了自身定位不清，与现行的高
校财政政策也有直接关系，财
政按照学生数将办学经费拨
到学校，这一点改变了，恐怕
就没有大学愿意自找麻烦了，
将自己的优势学科办出水平
与特色不是很好吗？

在各个大学抢开“爆款”
专业的时候，也有的高校有不
同的观点。拥有多个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的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招生专业仍然“固守”老专
业，如数学、物理、化学、计算
机专业等等，该校山东招生组
组长龚明认为，虽然没有单独
设“新工科”专业，但是学校开
设“新工科”课程却没有少，如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脑科学与
类脑智能。因为“新工科”专业

多为多学科交叉融合，比如大
数据分析其实是统计学一直
在做的，现在借助了计算机技
术与网络技术，成为一门专
业，大学学习不妨先打好统计
学、计算机学的专业基础，学
好大数据自然水到渠成。

大数据人才的确是未来
发展所需，但追逐“社会需要”
之前，首先应当有一个基本的
办学定位。就如同，就算社会
缺少舞蹈家，那么每个人争当
舞蹈家之前，也得看看自身条
件是否满足，是否有能力把跳
舞当成职业。

当前，无论是社会舆论还
是高校自身，以“满足社会需
求”来办学似乎成为理所当
然。但不同的高校，办学定位
有不同，应首先把最擅长的事
做好。正如某教育评论家所
说，办学定位的混乱，使我国
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与质量，
都难以满足现实社会需要，就
更不用说面向未来积极“储
才”了。

景区降票价谨防“堤内损失堤外补”

“美女家的产品”

钻了谁的空子

□罗志华

当前，互联网营销出现
“美女家的产品”套路：一件商
品披上美女、亲情、励志故事
的外衣之后，让消费者“心甘
情愿”掏腰包下单。然而当快
递到家时，消费者才发现，商
品和美女的描述相差甚远，有
的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7月1
日《北京青年报》）

人有爱美、怜美、惜美之
心。看不看一个影视剧，演员
的颜值高不高，是一个很重要
的决定因素；在某个楼盘置
业，与售楼员是否长相亲善有
一定关系。网络是现实生活的
投射，姑娘清秀可爱，编撰的

“帮爷爷卖茶壶”等故事的确
容易打动人心。

喜欢网购“美女家的产
品”的消费者，也许能够意识
到这事多不靠谱，但就是愿意
作一些尝试。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美女更易吸引眼
球，这是事实，“美女家的产
品”受追捧，也是一个难以改
变的现象。既然如此，就不乏
有人钻这个心理上的空子。

剥去重重迷雾，“美女家
的产品”的最大问题，还是虚
假宣传。部分通过网络传播的
广告不仅虚头巴脑，而且形式
多样、路径多元，网页、微信、
微博、手机APP等，在这些领域

“打一枪换个地方”，监管就很
难抓到“实锤”。不少产品的定
点推销，还通过群聊甚至私聊
进行，不仅聊天与打广告之间
难以界定，而且聊天还关系到
隐私。监管困难，给这类非法
微商留下了操作空间。

“美女家的产品”有紫砂
壶、茶叶、胎菊、沉香等，品类
复杂，已经成为一个涉及面较
广的营销模式。对此，消费者
首先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做防
骗的第一责任人。

更重要的是，监管要适应
自媒体营销这种新形式，在违
法广告等方面，要有更充分和
更清晰的依据用于定性，在商
业欺诈的打击和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其他方面，更要有专业
性、操作性更强的举措。用这
些办法修补好监管漏洞，“美
女家的产品”才无空子可钻。

□余明辉

暑假将至，国家发改委为
游客们送上大礼包。6月29日，

《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
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发
布，从七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国
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的
具体措施，要求今年降低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取得明显
成效。（7月1日人民网）

有明确的降价综合措施，
再加上明确的降价节点（“十
一”黄金周），一大波国有重点
景区门票降价，应该很快是一
个非常可期的大概率事件。人
们期待通过这一降价，能让国
人旅游的总支出因此下降。但
就现实而言，要想实现这一美
好愿景，无疑还是有些让人担

忧的。
就目前看，不少国有重点

景区的总收益通过拆分服务
收费等来实现。不少地方的景
区和政府在严重门票依赖症
的压力下，“堤内损失堤外
补”，通过过度限制游客车辆
进景区，进而提高收取观光车
费、游览车费、停车场收费等
堂而皇之的理由来实现变相
的门票间接涨价。

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全
国对景区观光车费、游览车
费、停车场收费等并没有十分
明确的统一顶层设计，致使
不少地方国有重点景区的这
些收费项目，要么价格主管
部门根本不管理，收与不收、
收多收少、收高收低等完全
由景区自己说了算，要么由
于没有明确的统一政策，即
便地方价格主管部门管理
了，也会出现调涨频次多、涨
幅大等严重倾向。

这导致的问题很多，最直
接的一个表现是，近些年来
一些景区看似门票价格没
涨，甚至降价，但游客在景区
旅游的门票或“次门票”这一
块支出，并没有减少，甚至还
增多了。显然，仅仅依靠降景
区门票价格，并不能必然实现
游客旅游成本的有效下降。

反过来，这就有力地提醒
有关方面，此次国家发改委明
确发文指导地方进行重点国
有景区门票降价，也要明确
要求地方不能简单就门票降
价说降价，力戒单项的、分割
的办事思维，而是在降景区
门票价格的同时，要采取有
效的综合措施，把景区观光
车、游览车、停车场等“次门
票”收费也有效管起来，避免
景区在行政权力的干预下，
一边表面上给门票降价，一
边却在暗地里给观光车、游
览车、停车场等“次门票”涨

价，甚至比门票降价的幅度
和力度还大，让游客得不到
切实的门票降价实惠，也让
国家努力实施的门票降价优
惠政策消于无形。

当然，从根本上说，一些
景区之所难以摆脱“门票（或
次门票）依赖症”，根本原因还
在于相关景区旅游景点服务
创新思维不够、经营创收单一
等。因此，降景区门票价格（包
括各种“次门票”收费）的同
时，也要从深层面引导景区经
营创新，倒逼经营管理者及时
转变经营策略，深度升级旅游
服务水平。只有如此，国有重
点景区等降门票才会真正成
为“常态”，而且这些降价的利
好，能够最大限度传导至旅游
消费者，让我国的旅游产业更
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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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葛一家之言

济南当前正处于跨越赶超
的关键时期，要想加快打造“四
个中心”，建设“大强美富通”现
代化省会城市，必须营造与省
会城市地位相匹配的良好营商
环境。大面积问责体现出了“开
局就是决战”斗志，一定会形成
影响深远的震慑力，推动“放管
服”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葛试说新语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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