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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就业才能寻找和释放中国新动力

“内部问责”让冤假错案难以彻底昭雪

赞美愤怒主播是对“说真话”的误读

卫生巾的致癌嫌疑急需“标准”厘清

博鳌亚洲论坛

2014

年年会昨日上午

举行开幕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表

主旨演讲中指出， 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

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 而是更

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 努力实现中

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不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 ”，这个

观点被李克强总理再度强调 ，并不令人

意外 。正如本届年会主题是 “亚洲的新

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 ”，李克

强也指出中国要向改革要动力 、向调结

构要动力 、向改善民生要动力 。这些动

力 ，都是着眼长远 、追求持续健康发展

的新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 李克强在讲话中多

次提到就业问题。在谈到经济增速时，他

说，“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 ，不

出现较大波动， 都属于在合理区间”，可

见就业问题被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

位。在谈到改善民生时，他说，“就业是收

入的来源，是民生之本，我们将实行更加

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 ”，并且表示将 “对

个体经营和企业吸纳就业进一步实行减

免部分税收的政策”。

事实上， 保就业也正是中国经济政

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只有确保就业，

才能真正寻找和释放中国新动力。

在一种经济学语境中， 经济增长是

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

没有充分就业，为了保持充分就业，就必

须让

GDP

保持在一定水平。 就短期经济

增长和成熟的经济体来说， 这种看法是

正确的；但就长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

照中国经济的现实而言， 就业问题可能

恰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

从根本讲，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

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 人力资源的

充分利用和人力资本充分涌流， 当然就

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活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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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改革

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 即所谓 “人口红

利”，正在于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到城镇， 从闲置或者半闲置状态变为现

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大军， 大大提

高了全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如今“人

口红利”不再，但是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

的重要性不减，而且更加重要。保就业的

重要性也由此而生。

向改革要动力 ，就是要激发市场蕴

藏的巨大活力和民众中蕴藏的无穷创

造力———而要实现这样的目的 ，当然要

靠充分就业 。放宽市场准入 ，创造更好

的环境，鼓励公平竞争，建设法治经济 ，

意义即在于此 。向调结构要动力 ，就业

问题也是关键 。中国的就业问题 ，在很

大程度上内生于经济和产业的结构问

题。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此次博鳌论

坛上所讲， 在

GDP

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

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而另一方面

又出现务工人员短缺 。显然 ，结构性的

就业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

软肋。无论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转型 ，

还是发动新型城镇化的强大引擎 ，充分

就业都是重要的动力之源。

近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齐奇接受了北京媒体的专访。 齐奇表

示 ：目前 ，浙江 “张氏叔侄强奸案 ”和

“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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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劫杀案” 两期错案都已纠

正，国家赔偿也全部到位，分别支付张

辉、张高平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

65.5

万元， 并对每人赔偿

45

万元精神损害

抚慰金。

对于舆论广泛关注的责任问题，

齐奇称， 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

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

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结案心切，还不

一样。在这两个案件中，没有发现故意

制造冤案的情况，所以都在组织内部，

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

浙江的两起错案曾引起广泛关

注。当时，公众最想知道的是案件如何

平反，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会不会或怎

样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现在，前两个

问题都有了答案， 只有追责还有些云

里雾里。影响如此恶劣的两个错案，结

果都是组织内部问责， 这让外界很难

接受。 即便不去追问责任认定是否适

当的问题， 哪些人被问责， 是什么责

任，具体怎么处理的等等，也都是应当

公开的。

从法理上讲， 任何一名公务人员

犯了错误受了处分，都属于公共信息，

不是个人隐私，更无所谓组织机密，都

应向公众交代清楚。遗憾的是，目前，

不少公务系统内的责任事故和处理结

果都以“内部问责”搪塞公众。一句内

部问责， 保全了公务人员的颜面甚至

是官位和待遇， 却极大伤害了公众的

知情权。更严重的是，不公开的内部问

责可能会存有严重漏洞———因缺少监

督，一些责任事故可能被掩盖，一些责

任可能根本就没被追究。

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可能是世

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 纠正冤假错案

之难，也正在于此。冤假错案的纠正应

有一套外部问责机制， 以取代目前所

实行的内部机制。 根据现有制度，人

大、 检察院和上级法院都有审判监督

的职能， 但现实中， 一些监督形同虚

设。相反，没有明确进入制度设计的舆

论监督却在很多冤假错案的纠正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刑案是冤假错案的重灾区， 刑案

办理是一条流水线，公安、检察院和法

院都牵涉其中，如出了问题，很可能三

家都脱不了干系。 这很容易形成系统

内的自保甚至是互相迁就互相掩护的

倾向。一些冤案错案办理过程中，破绽

其实很明显， 之所以最后还是定案判

决，与办案系统内的“利益共同体”有

很大关系。

齐奇说，两个案子中，纠正冤错的

关键证据， 是公安的法医和技侦人员

发现了

DNA

和血指纹对比的新证据，

勇于顶住系统内压力，报给领导。这透

露了两条信息， 一是系统内的压力的

确存在， 这间接证明了系统内纠错的

难度。二是领导介入才能解决。这是当

下很多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重要原

因， 甚至已演变成一种问题解决的机

制。这种机制很有效却也有明显缺陷。

冤假错案的纠正不能总指望媒体和领

导的偶尔介入， 而是需要严格的制度

设计，需要系统外的力量介入，能够自

我启动、自我运行。其实，人大及其代

表是最好的监督主体。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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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间的节目视频引发网友热

议。央视曝光国家级贫困县湖北房县占百

亩地盖豪华办公楼，湖北电视台“垄上行”

频道主持人崔建宾在评论该新闻时指斥

官员“思想奢靡腐化”，直至爆粗“思想有

多远就滚多远”， 被导播当场叫停仍意犹

未尽，要求“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后无奈

下台。

舆论呈一边倒地支持男主播、批评叫

停者，但其中也分化出激情派和理性派的

互驳。前者赞成年轻主播有个性、说真话，

后者则认为过分情绪化的主播缺乏专业

素养。

个性是个褒义词， 尤其对于长期背

负着缺乏个性名声的中国人而言。 人们

对于铁板一块、 整齐划一的体制与行业

总有“个性”期待，比如有个性的主持人，

或者有个性的官员。 这里的个性不只是

“与众不同”，而是反常规 、反 “潜规则 ”，

是反抗与背离，是不按常理行事。放到中

国现实语境下， 电视主播与官员都属体

制内人士， 职业特质与从业风格相去甚

远，给人的印象却有共同点，那就是面对

公众时成熟、规范、不逾距；相应地，最珍

贵、因此也就最受民众期待的个性，大概

就是“说真话”。

在我看来，这位主播情感充沛，不讳

表达，但离“说真话”还相去甚远。说真话

需要勇气与激情，但真话本身，绝对需要

理性， 需要对事实的掌握和理性的思考。

“比的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比的不

是政府服务水平的提高， 比的是奢华，比

的是出入的排场”“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干

部不腐败可能吗，这样的领导干部不腐败

你信不信？”诸如此类的言辞，并无实质内

容，如同他去年在一起地沟油报道中大骂

“人渣、王八蛋”一样，纯属泄愤。

当然，无法自控的情感流露是主播作

为正常人、有真性情的反映，新闻与评论

节目中主播哪怕是发个脾气、泄个愤也稍

可满足公众 “深有同感” 的情感需要。但

是，仅仅是痛斥腐败，说到底只是逞口舌

之快，比起揭发腐败本身，容易得多。有暗

访、揭发腐败的新闻在前，主播痛斥一番

在后，谁有益于公共利益、谁更符新闻规

范，其实并不难判断。

人们对个性的渴慕，有时会混淆敢于

表达与言之有物的界限。此次，对愤怒主

播的过分赞美只是误读了说真话的本意。

近日有媒体曝光，以娇爽、舒珊等为

首的十大品牌卫生巾检测含有国家明令

禁止添加的荧光增白剂。但是，曝光之后，

并没有看到那些产品下架，也没有任何权

威机构对曝光内容加以回应，更没有对被

点名厂家有所动作。于是，对那些忐忑不

安的女性来说，用还是不用，成了一个焦

人的问题。

从为数不多的几个厂家回应和专家

解释中可以看出，此种“回应真空”，源于

目前相关国标并未对卫生巾中的甲醛和

荧光增白剂等物质做出任何规定。法规空

白之处，自然也为集体沉默留下可钻的空

子。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曾有报告明确指

出，根据医学临床实验，荧光物质一旦进

入人体，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如果剂

量达到一定程度，还可能使人体内的细胞

发生变异，成为潜在的致癌隐患。

对“每个月都会有那几天”的女人们

来说， 必须要为自己的安全寻找出路。最

近几天，连辞职于北京协和医院、号称业

界良心的微博红人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

都自称“这是个机会”，赶紧从境外运来一

集装箱卫生巾， 在自己网店大肆叫卖。我

周围那些长期从国外代购包包、 奶粉、衣

服的女性朋友，都不约而同新增加了一项

代购品：卫生巾。可老实说，这不可能成为

普遍的做法，因为成本高、运输周期长、供

应能力有限。所以，绝大多数消费者只剩

下另一条路，就是带着极大的不信任和百

般无奈，继续使用那些可疑的卫生巾。

一个国家需要法律维持基本的秩序，

一包卫生巾需要一个让人可以判断安全

与否的标准： 能不能添加荧光增白剂？如

果可以， 添加多少才不危及人体健康？这

些都是消费者急需被告知的内容，而众多

知名品牌的致癌嫌疑也必须要依靠这样

的标准加以验证。

中国不缺庞大的市场需求，但缺乏与

此对等的质量安全和消费信任。从国产奶

粉的“滑铁卢”到几乎所有品牌卫生巾都

出现致癌嫌疑，消费信心如何重建？不论

是国际品牌的大举进入，让国内企业原本

丰厚的市场份额拱手相让，还是国人不惜

代价走上漫漫海淘路，艰辛辗转，最后的

结果，都将是双输，而且不止于双输。

责编 朱达志

美编 胡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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