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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院就一定得是墙高院
深？河南信阳官方说了声“不”。据
报道，近日，信阳市委、市政府大
院拆除了院墙，引得不少市民涌
进大院纳凉，也获得广泛好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机关大
院就是个门禁森严的存在。尽管
在“转作风”“树新风”重新锚定了
机关单位作风的背景下，情况大
有改善，但在部分地方，“门难进，
脸难看，事难办”现象依旧难绝。

事实上，跟“门难进”反向而行
的举措也有很多。近些年来，不少
地方就推出了“开放日”活动，允许
民众在特定日期时段参观机关大
院。如湖北黄石市级机关大院，
2014年5月1日就按下了“向市民开
放”的按钮；2019年，江苏省扬州市
宣布在部分节假日开放政府大院。
像信阳这样直接将院墙给拆除的，

相信能以开放姿态卸除很多人的
“门难进”顾虑，也能以亲民形象拉
近跟民众的心理距离。

机关大院到底应该是封闭式
管理的办公场所，还是面向广大
市民开放的公共场所，这是一道
行政理念测试题——两种答案反
映的，是两种观念：前者站在“封
闭”一侧，后者立于“开放”一端。
而在建设透明型政府和现代型服
务政府的当下，以拆除机关大院
院墙去展示开放姿态，显然是行
政作风的正确打开方式。

现实中，有些人会担心，机关
大院开放了就乱了——“不设防”

的A面是开放，B面却是安全、秩序
上的不可控。这份顾虑不能说完全
没道理，但它可以通过必要的安保
措施与应急预案去消除。各地开放
机关大院后，确实有很多“闲人”来
打卡，但并未影响办公人员的工
作，秩序依然井然有序。倒是之前
动辄将办事民众拒之门外的基层
政府，往往容易出现冲突和纠纷。

某种程度上，机关大院拆墙，
拆掉的是院墙，立起的是信任。信
任民众的态度，通常也能收获良
性循环式的社会反馈：因为被友
好对待、被充分信任，那些前去办
事或参观的人也会更具善意。

因为可以近距离接触，公众
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平日里的工作
状态，进而在换位思考中对他们
多些理解，而机关单位在众目监
督下，也能提升行政效能。因此，
机关大院拆墙，拆掉的也是心墙，
很多隔膜会自动消散。在互信生
态下，机关单位的决策也能收获
更多的认同度。

说到底，无论是立足于回归
公共服务理念，还是着眼于营造
互信生态，机关单位提升开放度
的努力均多多益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佘宗明（相关报道见05版）

公职人员购房有补贴？据报
道，7月18日，武汉市东西湖区财
政局印发《预发住房分配货币化
补贴的方案》的通知，称将向符
合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购房职
工一次性预发补贴15万元。方案
称，预发补贴对象为行政事业单
位职工，属于住房分配货币化补
贴政策对象。

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不少
网友质疑。“为什么不补贴企业
员工？”诸如这样的疑问很容易
让人共鸣。公职人员、补贴、15万
元，这些元素叠加一起，确实颇
具视觉冲击力，进而“考验”一些
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其实，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
政策，并非新闻。东西湖区的货
币化补贴只不过是准备提前下
发。通知的标题中有个关键词：
预发。之所以一次性预发，显然
是为了便于公职人员迅速买房，
在规定时间内买房——方案下
发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前
买房。

问题来了，东西湖区预发补

贴，唱的是哪一出？
通知说得很清楚，通过实施

预发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工作，
保障全区干部职工的权益，同时
提振广大干部职工对我区房地
产市场消费信心，带动区域人群
房地产市场消费热情，促进区域
房地产市场回暖。说白了，主要
有两重含义，一个是保障干部职
工的权益，另一个是促进区域房
地产市场回暖。第一重含义是为
第二重含义服务的，根本目的就
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回暖。

目前，不少地方都在想方设
法推动房市回暖，可谓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而东西湖区的做法，
无疑颇具“新意”。让较有实力的
公职人员带头购房，率先入市，
或许有提振公众购房信心的作
用。但具体效果，尚需观察。

针对东西湖区的这一做法，
也有一些网友谑称，这是让公职
人员当“接盘侠”，提前发补贴是

“加杠杆”，意在去库存，刺激公
众的购房热情。调侃归调侃，不
容忽视的是，当前楼市确实需要
刺激，需要出台精准的政策措施
托起公众对楼市的信心。

报道提到的一个细节，耐人
寻味。东西湖区属于武汉远郊城
区 ，该 区 目 前 二 手 房 均 价 为

12557元/平方米，近一年二手房
成交价降了约2000元/平方米。
再联系到武汉出台的措施，在东
西湖区，首套房首付两成即可，
补贴15万元，对购房还是很给力
的。由此看，所谓的公职人员购
房可预支预补贴15万，不是特
权，而是便于“接盘”。

7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提出：“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障住房刚
性需求，合理支持改善性需求。”
不难判断，在坚持“房住不炒”的
前提下，中央赋予各地因城施策
的权力，让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来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如何做到平稳健康，那就看各地
出什么高招实招了。这也意味着
各地要主动发力，积极作为，全
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一言以蔽之，对公职人员购
房可预发补贴15万这件事，要看
清背后的“门道”。当然，面对民
众的不满，光补贴公职人员还不
够，还应出台更多贴近民心的政
策，让民众的住房刚性需求得到
保障，让民众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得到合理支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王石川

近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一位网友
爆料，自己在给孩子报名上小学时被拒
绝。招生平台截图显示，孩子属于报名受
限对象，辖区内很多公立小学均无法成功
报名。究其原因，是该网友曾参与过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并受到过刑事处罚，留
有案底，子女因此受到“牵连”。

电信诈骗，人人喊打，必须实施综合
治理，源头治理，连根拔起，彻底铲除个别
地方猖獗犯罪的病灶。据此前报道，龙岩
市部分地区对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提
出了“十个一律”综合措施，其中第一条居
然就是，“凡是参与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嫌疑人的子女，一律在城区学校就读时
予以招生入学限制。”

父母涉及电信诈骗，孩子就被入学限
制，这合适吗？

虽然当地回应称提出限制的范围是
“公办优质学校”，但“公办优质学校”这个
概念本身就难言合理。因为教育部三令五
申推动公办教育均质化、公平化，反对炒作
学区房，而且教育部明确的公办学校就读
原则就是就近入学，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特
别是就近进入公立学校入学，是其应有权
利。当地以父母涉及电信诈骗就剥夺、限制
其子女正常入学，事实上成了一种“株连”，
有违现代法治的个人责任原则。

但也有网友对这种措施叫好，如有网
友这么评论：“如果罪犯的孩子限制上学，
犯罪率会大大下降。”其实，犯罪的成因是
很复杂的，我们国家强调的是“综合治
理”，而不是一味诉诸严刑峻法。

道理很简单。如果罪犯的孩子被株
连，不能正常接受教育，不能改变家庭和
自身命运，甚至失去正常的谋生技能，毁
掉的则可能是孩子的前途，也严重影响社
会的前途。

年轻人有学历，有工作，自然不愿做
电信诈骗的犯罪勾当。从这个角度说，对
涉电诈人员搞子女限制入学，无异于饮鸩
止渴、为渊驱鱼。对他们的亲属、子女搞连
坐、株连，让这些未成年人自小低人一等，
不能进入正常的社会进步阶梯，最后的后
果可能不是降低了犯罪率，而是打造了未
来的电信诈骗的“后备军”。

治理犯罪，也要从源头治理做起，从
社会环境治理做起。搞株连，恐怕效果会
适得其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克鲜

消费者王先生在网上购买了
键鼠转换器，商家同时赠送了手
机支架和鼠标垫，王先生因认为
商家售后服务不到位而要求退货
退款，但因没将赠品同时退还，商
家没有同意其退款诉求。王先生
随后在该店铺多次大额下单，累
计金额超过10万元，然后选择全
额退款，商家认为其属于“恶意买
家”。据报道，王先生对此表示，

“我愿意，我愿意花，我就拍他。我
就是拍拍拍，我拍了我就申请退
款……”整体来看，王先生的行为
有过激维权乃至恶意退货之嫌。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
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
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网络购买商品
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明确，
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应当完好。商
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
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的，视
为商品完好。顾客王先生在商家

同意其退货退款的情况下，并未
将赠品一并退还，缺少手机支架
和鼠标垫，与商家的退货标准不
符，自然无法享受到退款。

“网购超10万再退货”并非理
性维权之道。此前有法律人士指
出，网络恶意退货（款）行为人并
非诚实参与购销活动的消费者，
其主观以非法占有或报复泄愤为
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合同诈骗、敲
诈勒索、妨害经营、保险诈骗等危
害行为。

“无理由退货”与“恶意退货”
之间的边界仍有待探讨，而在商
家与消费者各执一词时，需要电
商平台发挥更多的调节作用。在

“网购超10万再退货”事件中，相
关平台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介入
调查后，核实订单存在异常，将按
照相关规则和流程，为商家办理
退还服务费的事项。

公平诚信，构筑健康网购环
境，是参与各方应共同承担的公共
责任，少数利用网购退货退款规则
钻漏洞的行为，同样也是对广大消
费者的公共利益损害，应受到来自
法律等多方面的制约。当我们在网
购遇到问题时，别冲动，更不要为
了泄愤而采取过激行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毕舸

“电诈”子女限制入学？
搞株连无异饮鸩止渴

治理犯罪，也要从源头治
理做起，从社会环境治理做起。
搞株连，恐怕效果会适得其反

顾客“拍拍拍”花10万杠上卖家？
过激维权不可取

少数利用网购退货退
款规则钻漏洞的行为，同样
也是对广大消费者的公共
利益损害，应受到来自法律
等多方面的制约

拆掉的是院墙，立起的是信
任。信任民众的态度，通常也能
收获良性循环式的社会反馈

政府大院拆除围墙，拆掉的也是心墙

公职人员购房可预发补贴15万
是特权还是“接盘”？

面对民众的不满，光补
贴公职人员还不够，还应出
台更多贴近民心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