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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宁 财经评论员

□

邓子庆 湖北教师

反腐“连累”大闸蟹不是坏消息

□

成都 徐琼

原谅穷孩子的脾气是她唯一所有

国企车改应与党政机关车改同步进行

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国企）最

近实行车改，其方案为：总经理每月

6800

元，副总经理每月

4800

元，部门正职与副

职每月补贴分别为

3600

元、

3200

元。有员

工发帖说，已经远远超出

7

月出台公布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补贴标准，堪称“最

牛车补”。

该国企的车补标准的确高得离谱。

按照今年

7

月印发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司局级每人

每月

1300

元，处级每人每月

800

元，科级

及以下每人每月

500

元。 而该国企总经

理的车补额度比司局级要高

5

倍多 ，这

不仅会令社会感觉不公，而且会造成国

有资产流失。

然而，这个“最牛车补”据说另有依

据，其参照的标准系《深圳市市属国有企

业公务用车改革指导意见》， 以及深圳

《关于划转企业公务用车改革的通知》。

按照以上文件， 该国企正职职位补贴应

该是

7000

元。坦率地说，深圳国企车改的

补贴标准定得如此之高， 等于是给国企

管理层变相加薪。

然而， 今年

7

月出台的中央和国家机

关车改补贴问题的两个文件，对国企公车

改革却没有给出明确意见，只是要求有关

部门制定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各省根据本地区实际

情况，负责制定本省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

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及配套政策。

也就是说， 地方国企的车改方案由

地方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那么，摆在地

方公车改革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问题，一

是如何确定国企车补的标准， 二是何时

出台改革方案，何时完成车改任务。中央

出台两个车改文件后，到目前，还不见地

方公布各自的公车改革方案， 自然地方

国企公车改革方案也没有影子。

尽管地方国企公车改革方案尚未出

台，但五粮液集团已经率先推行公车改革，

每月向中层以上干部发放工作用车运行费

（即车补）， 标准从

800

元至

2500

元不等。其

中董事长每月最高补贴

2500

元。 以这个标

准来看， 深圳国企总经理每月

6800

元的补

贴标准，的确过高，极不合理。

所以， 地方国企的公车改革补贴标

准，即使不能照搬党政机关的车补标准，

两者的差距也不能太大。原则上说，国企

的车补标准可以高于党政机关， 但不能

高过党政机关数倍， 国企自主权再大也

不能让高管给自己定“天价车补”。

从中央公车改革文件看，

2015

年年

底前要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

车制度改革 ， 计划用

2

至

3

年时间全面

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也就是说 ，地

方国企公车改革也要在

2

至

3

年内 完

成 。笔者以为 ，为避免某些地方国企提

前制定高标准车补 ， 地方党政机关车

改应该与国企车改同步 ， 早日出台方

案并实施。

对深圳那家国企的“最牛车补”，笔者

建议有关方面立即叫停， 并尽快修订原有

车改补贴办法。国企车补标准的确定，应多

征求国企员工意见，强化董事会、监事会、

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对国企决策的监督。

故事的前半段是温情，后半段是苦

涩： 靠着蹬三轮挣钱糊口的绵阳人老

冯，

4

年来，坚持每月资助数百元给一个

贫困家庭的小女孩玲玲（化名）。今年

4

月， 老冯去看望这个资助了

4

年却从未

谋面的娃娃后，却停止了资助，原因是

“娃娃太冷漠”。

仗义每多屠狗辈，穷人的慷慨让人

动容。三轮车夫，吃体力饭，挣辛苦钱，

常人眼中的弱势者，却有一颗助人为乐

的心。也因此，老冯有理由对“会亲”抱

有期待，但这期待竟然落了空：小女孩

不热情，不愿意叫声“冯保保（干爹）”；

不亲近，拒绝老冯叫自己的昵称；不诚

实， 说是给老冯借渔竿去却彻夜不归。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老冯受了打

击，不想再“爱”了。

老冯的伤心不怪玲玲， 病根在自己

的感恩期待和道德洁癖。这是许多“一对

一”捐助者都曾走过的弯路。老冯真正失

望的是与 “期待中的画面完全不同”，期

待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小女孩感激的欢

笑，亲近的依偎，上进的承诺等等。事实

上，长期从事公益的人士发现，受捐者并

不愿意与捐助者见面， 更羞于当众表演

感恩———不是不愿相见，相见不如感念；

不是不愿感念，而是反感“表演”。

穷从来都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一个

脱难而出、走出困境的人，其实很忌讳

他人反复提及他过去的狼狈和虚弱。别

忽略玲玲的年龄，她不是嗷嗷待哺的婴

儿，也不是懵懂无知的孩童，而是

14

岁

的少女。这样的年龄，开始懂得自尊，看

重同龄人的眼光，开始变得叛逆，不愿

配合“演戏”。

自尊是穷人最后的财富， 脾气也

是。玲玲明显是在躲避老冯，借渔竿是

借口，她表现得很任性，而且自我，但别

忘了，她虽然是弃儿，穷人家收养的孩

子，但仍然是奶奶爷爷的宠儿，也有她

的小脾气 。一句话 ，她不想装 ，装着懂

事，装出感恩。

资助他人者多是有爱的，但这样的

爱常常不审慎地附加着道德洁癖 ，比

如，对受助者的道德要求，要求她感恩，

要求她上进，要求她节约，玲玲用一个

300

块钱的手机，老冯觉得“浪费”；老冯

愿意继续捐助， 但前提是玲玲要答应

“长大了也要帮助贫困生”。就像很多大

人对小孩子的“好”，本质上是要求对方

以“乖”“听话”为回报，现在的小孩都洞

察这一套。

所以玲玲避而不接老冯给的一百

元钱。我们一直在讨论，到底什么才是

做慈善的好方式。陈光标喜欢当众发现

金，之所以被人诟病，就在于百元大钞

或许能让人眼前一亮，但也可以会让人

感到些许羞辱。直接给现金，好像给的

人有快感，收的人有便利，但赤裸裸的

“交易”感觉，连美国的流浪汉也有对陈

光标说不。

三轮车夫老冯的义举，源于中国人

最朴素的慈善观， 让小女孩够生活，有

书读。是啊，这不就够了吗，要她感恩，

要她品学兼优，不是让她在贫穷的压力

之下，再增一层精神负担吗？不奢望不

强求，才是尊重受助者，也是对个人善

念的有力维护。 相关新闻见

15

版

□

马涤明 内蒙古职员

立法保护隐私

别掣肘网络反腐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出台规定，明

确约束利用网络公开他人隐私信息，

包括“人肉搜索”等行为。专家表示，

这是司法解释第一次将个人信息上

升为人格权进行保护，但为反腐利用

人肉搜索公布信息可以免责。

专家所谓 “为反腐利用人肉搜

索公布信息可以免责”之说，源自司

法解释中 “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

在必要范围内等”的例外情形规定。

那么，理论上说，司法应对人肉搜索

类似“表哥”“房叔”“开房官员”之类

的情形，予以豁免，不认定为侵权。

然而，一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

必要范围内” 能否有效保护网络反

腐，恐不好说。这方面，本应对“促进

公共利益”与“保护公民隐私”的界

线，作出比较具体的明确，或由最高

法院发布一些指导性案例。

公民隐私信息应该受到保护，但

官员作为特殊公民，其私权利与普通

公民却不应同日而语。在反腐防腐任

务艰巨的今天，这种概念更不宜含糊

和混淆，否则必会大大抬高民众监督

的门槛。人肉搜索“表哥”及嫖娼官员

等行为，客观上属于“促进社会公共

利益”的情形，但从主观上说，一些监

督行为却是由私怨而起的，比如偷拍

上海高院法官的那位商人，就是因为

怀疑对方判案不公。但尽管出于个人

恩怨， 客观上却有利于公共利益。这

种情形是否在“促进公共利益”的“必

要范围内”，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定，存

在不确定性。

按理说， 监督者的动机不应成

为问题， 只要客观上满足了公共利

益需要，就应对其“侵权”责任予以

豁免。 那么不如直接规定监督公权

力者可作为例外情形， 避免保护公

民隐私的立法掣肘到网络反腐。

理论上说， 举报腐败都应该走

正常途径，无需网曝。然而，前些年

有不少报道，“正常途径” 的举报往

往石沉大海， 而且举报人往往被出

卖并遭遇报复。不少官员腐败问题，

都是在正常途径举报无果， 举报人

才选择网曝的， 比如上海法官集体

嫖娼事件，即是如此。

最高法院上述司法解释中的“促

进公共利益”条款，立法初衷上符合

现代政治理念，其立法思想上的进步

毋庸置疑。如果能对“促进公共利益”

做出具体规范，则善莫大焉。

每年秋天， 大闸蟹的上市都备受期

待。 但由于近年来中央开展反腐和节约

行动势头不减， 这种螃蟹金黄色的蟹黄

似乎也失去了一些光泽。 经营一家螃蟹

公司的王某介绍：“阳澄湖大闸蟹主要是

送礼用， 因此公款消费受限给销量带来

了致命打击。如果反腐运动继续进行，这

个产业很快就会衰落。”中国渔业协会下

属河蟹分会副会长杨维龙说：“政府官员

的大闸蟹消费几乎减少为零。 在中国的

一些地区大闸蟹的零售价降了四成。”

2013

年初，也就是中央八项规定出

台后不久， 商务部曾发布数据显示，一

些高端餐饮企业的经营和高端白酒的

销售大幅度下降。 光从行业角度看，反

腐连累“大闸蟹”或许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站在宏观的角度看， 这非但不是坏

事，反而可以视为一个“利好消息”。而

且，它还给中国经济运行状况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提了个大醒。

正如商务部一位发言人所说，“从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来看，

反对奢华浪费和扩大消费的目的是一致

的。”如果说中国消费市场离开公款奢华

消费就突然转不起来了， 那只能说明这

个市场本身就有很大问题， 只不过这个

问题长期被另一个问题（公款吃喝）掩盖

了。针对这一点，经济学家厉以宁早前就

指出，扩大内需主要指扩大民间消费，扩

大政府消费也能够扩大需求， 但副作用

大。很明显，这个副作用就是民众所诟病

的公款吃喝导致腐败丛生。

一直以来，像茅台一样，大闸蟹价

格很高，老百姓都直呼“吃不起”。那么，

“吃不起” 大闸蟹究竟是正常的市场供

求关系所致，还是无序的公款消费所致

呢？换言之，如果说“阳澄湖大闸蟹主要

是送礼用”， 行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公款

消费，本身就说明了这个行业发展是偏

离市场规律的。正因为此，反腐非但不

会让这个行业迅速衰落，恰恰可能成为

这个行业转型壮大的良好契机。这是因

为，一旦大闸蟹价格全面下降，回归理

性，让老百姓都“吃得起”，则意味着大

闸蟹将迎来更多的消费者。毕竟，相对

公款消费，平民化、社会化消费市场要

广阔得多，薄利多销、积少成多，对于螃

蟹养殖户、 经销商和广大百姓来说，都

是一件好事。

说到底，公款吃喝是个问题，高端

消费低迷也是个问题，二者都是关系国

民福祉的大问题。但站在国家社会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角度，解决公款吃喝和消

费低迷显然不该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

择题。如果说为了繁荣消费市场而纵容

公款消费，显然是民间社会更不愿意看

到的。更何况，在解决公款吃喝的同时

照样可以破解消费低迷局面。 当然，中

央整治公款吃喝暂时致消费低迷，在给

我们大力压缩公款消费空间以鞭策的

同时，也为消费市场的持续稳定繁荣发

展发出深刻拷问———如何把公款吃喝

和消费低迷这两个问题一并抓好，无疑

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