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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儿园”事件 集体良知缺失最可怕

在这个信息爆炸各种奇闻乱事频

出的年代! 见怪不怪的人们还是让西

安两个幼儿园给幼儿服处方药吓了一

跳! 内心所能承受的道德底线被迫再

次退后几步"

这两个被称为#药儿园$的恶行有

三点令人惊诧%一是行为之恶劣&对任

何一个老百姓来讲!也许他不知道国家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这

个规定! 但基本的常识应该还是有的!

是药三分毒!处方药更是如此!对给正

在成长的幼儿服用尤其要慎重&作恶的

那些园长)保健医生)教师们在履行父

母职责面对自己的宝宝的时候!自然会

分外注意!生怕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伤

害!但这并不妨碍这些人一转脸对其他

的孩子们下毒手& 二是时间之持久&在

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持续作恶!他们是怎

么通过挂靠的上级机构管理的*是怎么

通过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的*又是怎么通

过内心良知的不安这一关的*

三是参与人数之众! 这是我最为

震惊的& 两个幼儿园从领导) 保健医

生)教师)保育员等等!加起来一两百

人!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集体对自己

管理照顾的婴幼儿作恶! 如此恐怖的

情形似乎还没有先例& 前几年佛山有

个小悦悦事件!一个受伤的女婴!一群

冷漠的路人! 但也是个见义不勇为的

性质!属于道德范畴&但这个#药儿园$

事件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刑事犯罪&

幼儿园领导) 医生和老师在幼儿

眼里地位至高无上!充满信任和尊敬!

孩子们在幼儿园与其说是学习知识!

倒不如说是享受关爱和照顾! 同时以

老师为楷模! 开始学习待人接物处事

做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个别心术不

正的教师如果想残害孩子! 他们是能

够做到的!他们也的确做到了&所以我

们曾经见到过摔孩子) 让孩子互抽耳

光) 把孩子遗忘在校车上热死等种种

令人愤怒的事情! 直到现在西安这两

所幼儿园变相下毒恶行&

客观地讲! 这次下药恶性参与者

虽众!但动机性质未必相同%有为了赚

黑心钱筹划主持的园长) 有积极参加

的保健医生) 有为了蝇头小利昧着良

心做人的教师! 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的冷漠看客! 也有内心并不认同但慑

于领导淫威保一份饭碗而选择沉默

者&所以此事件行为虽恶劣!但除了个

别首谋之外! 并非每个参与的人都会

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 但社会将做剩

余的事情% 把相关责任人放在道德的

法庭上持续地拷问和追责! 同时反思

整个社会的体制) 管理) 价值取向问

题!也包括反思我们自己!看看自己的

内心是否也有这样一个魔%是非不分)

美丑不辨)见利忘义)麻木冷漠&

同时我们还能做到的是% 对那些

曾经有过劣行者!例如人格分裂)有性

侵史或幼儿教育方面的违法犯罪前科

等等!要设定一个黑名单&幼儿园不是

试验田!婴幼儿不是小白鼠!我们承受

不起让这些人证明自己是否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的可能失败的后果& 对新入

职者!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有一个有效

的系统的长期的性格跟踪评价机制!

随时剔除那些被证明不合格的人&

在一个社会里! 个别人行凶作恶

并不可怕! 因为我们有着成熟的追究

对抗机制! 但集体良知的缺失社会道

德的整体沦落却是真正令我们恐惧和

担心的&无论我们富裕与否!没有国民

素质的提高! 没有强大道德力量的保

证! 国家不可能强大! 人民不可能幸

福&在这点上!仅靠惩罚一两个做恶者

是不够的!需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自省)

自律)忏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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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兑付”潜规则能否打破

继
!

月份中诚信托 #诚至金开
"

号$ 产品兑付风波以第三方接盘方式

收场后!吉林信托#松花江
##

号$产品

又发生连续逾期难以兑付的危机 &

!$"%

年将迎来房地产信托和矿业信

托兑付高峰! 在目前房地产企业资金

链趋紧和矿业市场低迷的形势下!信

托产品兑付或将危机四伏! 市场各方

对于兑付风险忧心忡忡&

市场的忧心主要来自#刚性兑付$

这一信托业的潜规则& 所谓 #刚性兑

付$!是指信托产品到期后!信托公司

必须分配给投资者本金和收益! 即便

出现兑付困难! 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进

行兜底!#刚性兑付$ 实际是信托公司

对信托产品的隐性担保&近几年!信托

业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超出信托能够刚

性兑付的能力! 金融市场监管者和业

内人士均期望借助信托违约事件等!

打破#刚性兑付$!给投资人#上一课$!

让其明白市场风险自担&

打破#刚性兑付$!前提是弄清楚

这一潜规则是如何形成的&

业内研究人员指出! 刚性兑付起

源于监管隐性要求 & 为规避银监发

!$$%

年
&"

号文的规定! 避免因出现

信托产品风险被监管机构叫停业务!

保住稀缺的牌照! 信托公司开始以固

有资金或者股东资金解决兑付困难&

!$"$

年开始!监管机构对可能出现兑

付危机的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

银信理财合作产品加强保护! 多次下

文要求注意确保兑付! 该类产品因此

受到投资者青睐& 在市场和监管的双

重刺激之下!#刚性兑付$成为行业潜规

则&其后!迫于#刚性兑付$的风险准备

金压力!信托公司为获得#超额利润$逐

渐变身为类贷款! 产生了诸多问题&可

以说!#刚性兑付$是我国新兴的信托业

在缺乏其他信用的情形下!为吸引投资

者并满足监管要求的产物&#刚性兑付$

是中国信托业近十年来井喷式发展的

重要原因!也成为信托业继续发展的路

径依赖&虽然行业已无力延续#刚性兑

付$! 也意识到其对行业健康长久发展

的危害! 但因欠缺相应的信用体系!依

然难以割舍!害怕信托业丧失投资者的

认同!从而一蹶不振&

在#刚性兑付$形成的过程中!监

管者也深陷其中& 有信托业法律专家

认为!#刚性兑付$ 纯属假想的风险传

导机制! 将监管部门和信托公司处置

个案信托产品风险事件的努力与成效

解读为#刚性兑付$!是对监管部门)信

托公司)信托制度的误读!也是对信托

产品投资者的重大误导& 这从一个侧

面说明!监管部门为推动新业务)维护

金融和社会稳定所作出的努力! 实际

给#刚性兑付$增加了政府信用&此外!

银信合作的产品中也延伸了政府对银

行的隐性担保& 目前监管机构虽有强

烈打破#刚性兑付$的意愿!但也顾虑

重重!近期#中诚信托$金身不破!或有

规模太大波及太广的因素&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

员吴晓灵在
!

月
""

日 #中国经济
'$

人论坛
!$"%

年年会$上指出!如果没

有违约事件出现! 对所有金融产品都

实行刚性兑付)隐含担保!中国永远不

可能有健康的金融&此言不虚&用违约

打破#刚性兑付$!以法律消除非市场

性的潜规则!是#休克$疗法!考验着市

场各方的承受力& 投资人是否会彻底

打消对信托公司隐性担保和对政府信

用的依赖!真正考虑市场本身的风险!

取决于信托行业能否建立起基于受托

责任和风险控制等声誉的市场信用!取

决于政府信用能否从市场彻底退出!这

都需要刚性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红一

探法于微

连载"三十二$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见习编辑 李红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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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大都市吉都%有两户人家%一户是经商的千

万富豪% 一户是贫穷的祖孙隔代家庭% 他们本互不相

识&一天%富家女儿吴静心在街头与贫家孩子萧河林偶

遇相识%两个内心孤独的人情趣相投%她和萧河林隐秘

来往%不久%吴静心神秘失踪了'(从此%吴静心的母

亲踏上了执着而又辛酸的寻找女儿之路& 吴静心最终

回家了吗)

缺少了女儿身影的房间!变

得冷清而暗淡!那些书籍!还有

那些玩具"小摆设"小饰品!都耷

拉着头!书桌桌面蒙了一层稀薄

的灰尘#女儿的房间卫生一直都

是由女儿自己负责的 ! 这些天

来!她竟没有想到!这里的卫生

已经没有人打扫了$ 她找来毛

巾! 将蒙灰尘的地方一一擦拭$

抚摸着女儿的这些心爱之物!李

如春不禁悲从心起!她抑制不住

落下泪来$ 她感到浑身无力!于

是在女儿的床上躺下来$一股淡

淡的香味飘入鼻孔! 她感觉得

出!这是女儿遗留的体香$虽然

女儿不在家一个月了!但她的体

香依然留存在家里!这让李如春

感到一丝温暖!心情也平静了不

少$她闭上了眼睛!很快便进入

了睡眠状态$

%汪&汪'(

两声狗的吠叫!把李如春吵

醒了!是花花在叫她!她脑子里

闪现一个念头) 一定有什么事'

也是同时!她一个激灵!坐了起

来#

隔壁她的卧室传来串串手

机铃声!她急忙奔过去!拿起手

机! 是医院打来的!%是李女士

吗*请马上过来一下$(

%我丈夫怎么样*(未等对方

说完!她便问$

%伤情趋于稳定! 手术快做

完了! 你过来一下! 有点事商

量$(

李如春匆匆梳妆打扮了一

下! 便驾车驶往医院$ 丈夫伤

情趋于稳定! 医生告知的消息

让李如春心中的焦虑一下大

减! 她感到外面的世界亮堂了

许多$

在医生办公桌前坐下后!接

待她的医生说)%经过我们的抢

救!你丈夫的伤情基本稳定下来

了!万幸'但还没有脱离危险!手

术完后!他还需要得到更周到的

治疗和护理!我们建议!给他安

排一个单独的套间$ 你看行不

行*(

%行$(李如春说$为了让丈

夫得到更好的治疗!没有什么事

不可以做的$

接着医生带她去看了看房

间! 这是一套有里外两个房间"

两张床!还有一个厨房"一个卫

生间的套间!还有电视"空调"冰

箱"沙发!如宾馆一般$李如春对

这个病房很满意!因为她可以陪

护丈夫!还能给他煮吃的$

这时候! 石忆出现在门口!

李如春才想起石忆替她值守的

事!石忆看上去精神很好!没有

一点守夜的疲惫!不知他是不是

真的守夜了$她说)%石忆!让你

守了一个晚上!很累了吧!来!你

在这里睡一下吧$(

%阿姨!不用$(石忆摇摇头

说!转身走了$

%医生! 这个小伙子真的在

走廊守了一夜*(李如春问医生$

%是啊! 我们劝他不用在这

里守! 有什么情况我们会立即

告知的! 怎么劝他也不走$ 没

看到过有谁做好事这么做到底

的$(

%我也纳闷! 我跟他非亲非

故"素不相识!他怎么这么肯帮

我$就算一时做好事!把我丈夫

背来医院了!也用不着一直守着

他呀$你说他是为什么*(

医生耸耸肩)%我哪里知道!

你何不直接问问他为什么!想要

报酬还是想要什么*(

%昨天我给过钱给他! 可他

就是不肯收下$(

%哦!这倒奇怪了$(

傍晚时分! 吴定成的手术

终于完成了$ 这两天两夜! 对

于李如春来说! 是何等的漫长!

如同两个世纪$ 当丈夫被推出

手术室时! 要不是护士手快拦

住 ! 她就扑在丈夫的身上了 $

丈夫脸色苍白! 两眼紧闭! 安

详地睡着了$

%定成!定成++(她轻声地

呼唤$

%麻药还没过去! 他听不到

的$(护士告诉她$

李如春跟随床车进了护理

室! 看着丈夫被卸到了病床上$

护士叮嘱她! 注意看好吊瓶"血

袋"仪表的变化!一有什么情况

马上告诉医生$

李如春搬了张凳子在床头

坐下来!静静地凝视丈夫$丈夫

十分安静! 只发出轻微的鼻息$

很久很久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端

详丈夫了$ 二十多年的夫妻!两

人对对方早已是熟悉得像自己

的影子一般! 虽然在自己身边!

但不会关注!不会细看!哪一对

老夫老妻不是这样*但这并不影

响他们的感情!他们感情上一直

很好! 很好不是体现在卿卿我

我!而是体现在互相牵挂"互相

体贴$

她伸手进被单里!握丈夫的

手$丈夫的手冰凉!她紧了紧手

掌!希望让自己的体温浸入丈夫

的手里! 丈夫的手不但没变温

暖! 她的手也跟着变得冰凉$她

想起以前!她的手在冬天总是冰

凉的!丈夫常常将她的手紧紧握

在他手心里!不一会儿!她的手

就变暖和了$如今!丈夫需要温

暖了!她却做不到$这让她有些

伤感$

她端详丈夫! 握住丈夫的

手!在床头坐了一夜$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

让消费者放心，监管部门应发挥主导作用

面粉企业昧了良心!将结块)生虫

的过期面粉过筛后! 换上新的生产日

期!卖给加工制作食物的面包店
(

改换

了生产日期的过期面粉! 被制成食物!

被消费者购买)食用+大量的过期面粉

被源源不断地运来! 在厂房中堆积如

山!等待改换日期!然后变成人们购买)

食用的食物&画面令人不忍目睹,若不

是电视台予以曝光!看着店铺里摆放的

色泽光鲜的面包等食物! 有谁会想到!

它们可能是由过期面粉制作而成*

节目播出后! 据说被曝光的事件

大多很快就有了处理结果&相关部门采

取相应措施的效率之高! 着实令人佩

服&可是!若不是节目予以曝光!相关监

管部门什么时候才能对这种昧良心的

缺德营生施以惩处*这样的事情为什么

要等到#

)

-

"'

$晚会才发布*为什么要等

到 .

)

-

"'

$ 晚会后才采取整治行动*当

#权威发布$失去了其应有的主导权时!

也就很难让人感到其权威性!甚至让人

感到相关部门职权的行使严重不到位&

其实!监管部门一直在行动!既有

例行检查监督! 也有专项整治活动&比

如说!对于媒体所披露的观光车改装事

件!执法部门之前也来检查过!并于春

节前就发出了责令整改的命令!而违法

的观光车改装依然故我&执法人员解释

说! 是因为法律没有相关明确的规定!

无法对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如此说

来!通过法律和制度!为相关监管部门

赋予足够的权力和手段!应当是保护消

费者权益)建设诚信社会的内在要求&

在法治行政的原理之下! 行政机

关的存在是以职能)职权)职责和权限

范围法!律"定为基础或者前提的&正

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所指

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 应当依

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

得作出影响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

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

织义务的决定&$该规定意味着%唯有

法律)法规)规章为行政机关提供了行

使行政权力的依据! 行政机关才能行

使该权力+没有相关法规范提供依据!

该行政机关便不得行使一定的权力!

主要包括不得作出侵益性的决定&

换言之! 相关监管部门要对企业

进行监管! 无论是进行信息收集) 调

查取证! 还是例行检查监督! 采取预

防措施! 抑或是对不当) 违法或者犯

罪活动予以纠正和惩处! 都需要有相

应的法规范依据& 除了依照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采取措施外! 更

要按照各专业领域的相关组织法和行

为法来行使权力& 所以! 要强化相关

领域监管部门的职责! 首先应当修改

完善相关法规范! 赋予其充足的权力

和手段& 其次! 在相关法规范赋予监

管部门相应监管职责的情况下! 若该

部门不行使职权 ! 或者不及时 ) 主

动) 切实地行使职权! 而任由无良企

业恣意妄为的话! 那么! 即使其在媒

体曝光后采取了所谓快速整治行动!

也难免有不当或者违法不作为之嫌!

应当被依法追究责任&

要打造消费者放心的诚信社会!媒

体监督固然重要!但更应当强调监管部

门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要确保监管部门

依法行使其法定职权!在法定职责范围

内及时)认真)全面)深入而准确地调查

取证!预防)纠正和惩处不当)违法及犯

罪活动!就要重新检视各相关监管部门

的职能和职权!列出#权力清单$!为其

提供组织法和行为法层面的依据!配备

并不断充实所必要的监管手段&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

杨建顺

建顺微思

2008年至2013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查办行
政审批领域贿赂案件28件33人。一些单位为获得行
政审批资源用公款行贿，成为值得关注的动向———

权力寻租“单位化”
!

本报记者 党小学 赵晓星

%有行政审批! 就可能存在权力寻

租空间! 行政审批越多! 权力寻租空间

就越大$ 行政审批过程中贿赂犯罪呈现

出一些新的特点$(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

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王岩认为! 减少

审批事项! 不仅有利于减少权力对市场

经济的干预! 更有利于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

行贿犯罪呈 +单位化, 趋势

王岩介绍 !

!$""

年底 ! 北京市西

城区作为北京市区 /县0 委权力公开透

明运行工作试点单位! 率先推动权力公

开透明!

!$")

年初又将区政府及
*+

个

职能部门的
**)*

项行政权力及
!"!+

张

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一一公开! 促进行

政审批过程的公开" 公正$ 但由于行政

审批权的运行在某些环节尚未得到切

实" 全面" 有效的规范! 行政审批过程

中权力寻租的现象依然存在! 贿赂案件

仍旧高发$

据统计!

!$$+

年至
!$")

年! 西城

区检察院查办行政审批过程中的贿赂案

件共
!+

件
))

人! 其中受贿案
"'

件
!$

人! 所占比例分别达到
'),*-

"

*$,*-

!

单位行贿案
""

件
""

人! 行贿案
"

件
"

人! 介绍贿赂案
"

件
"

人$

%

))

人中涉及行贿犯罪的
"!

人 !

单位行贿罪共
""

人 ! 占比高达
&!-

!

说明行贿犯罪呈现 ,单位化 - 趋势 $(

王岩说$ 在贿赂案件中! 一些单位为获

得行政审批资源! 通过 %集体决策( 的

方式! 用单位的公款向掌握行政审批

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

!$"$

年 ! 该

院查办的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一案中 !

山东金宸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获得

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的指定交割仓库资

格 ! 给予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原申请企

业考察负责人及考察报告出具人王杰

)$

万元! 以帮助其顺利通过考察 . 该

公司同时还给予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原

总经理助理兼仓储管理部经理金林元

价值
"

万元的银行卡$

王岩介绍! 单位行贿犯罪对象! 多

为财政部门工作人员$ %一些人冲着补

贴资金而来! 财政资金拨付成犯罪高发

环节$( 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专项资金

和补贴款项! 但由于管理不透明和监督

存在漏洞! 少数掌握专项资金审批权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了权钱交易的机会! 导

致贿赂案件多发$

!$"!

年 ! 该院查办的马某受贿案

中! 马某任某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供

暖办主任! 其辖区内有一企业采取自供

暖的方式供暖$ 该企业依照政策可以享

受供暖补贴$ 为尽快获得补贴款! 该企

业找到马某称拿到补贴款后会有所 %表

示(! 马某后通知企业领取补贴! 同时

收到
!

万元 %好处费($

!$"!

年
*

月 !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

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交织

在该处检察官陈亮看来! 权力寻租

案件的又一特点是! %贿赂犯罪与渎职

犯罪交织($

陈亮介绍! 在查办的贿赂案件中!

同时还涉嫌渎职犯罪的共
)

件
)

人! 包

括玩忽职守案
!

件
!

人! 滥用职权案
"

件
"

人$ 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交织!既

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

性!也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危

害性严重 $ 在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一案

中!金林元&王杰二人作为监管人员!不

认真履行审查职责!致使全国棉花交易

市场在与有关公司的质押业务中被骗!

给国家造成
#$$

余万元的巨大经济损

失$ 经过审理!西城区法院判处金林元

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犯玩忽

职守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 . 王杰犯受贿

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犯玩忽职守

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

%案件由单一化向复杂化转变$ (陈

亮说$ 在该院查办的行政审批领域贿赂

案件中! 案件由个体化& 单次化向多人

化&多次化转变!单个受贿人收受多人贿

赂或单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 在陈海峰

受贿案中! 其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任职期间! 利用主管审评药品品种的

职务便利! 先后多次非法收受浙江一医

药有限公司给予的%好处费(共计
")$

万

元! 帮助该公司加速并顺利获得申报药

品品种审批$ 陈海峰在明知相关药品无

生产厂家及研发单位信息! 且该医药公

司系以其他单位名义申报的情况下!仍

违反/药品注册管理办法0 的有关规定!

将药品通过审批注册! 严重影响国家机

关声誉! 给人民群众用药带来隐患$

记者注意到 !

))

名涉案嫌疑人中

不乏高学历者! 其中硕士
%

人! 博士
!

人$ 张秋雪! 西藏健稞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原常务副总经理! 博士! 案发时尚不

足
%$

岁$

!$"$

年初! 张秋雪代表公司

向政府申报一项专项扶持资金时! 中间

人元陆称可以帮助通过财政部门审批!

但需要专项扶持资金的
)$-

至
%'-

的好

处费$ 为此! 双方签订一份居间协议!

专项扶持资金到账后以居间费的名义支

付$ 随后! 该公司获得财政部门
)$$

万

元专项扶持资金! 并支付了
"$'

万元好

处费$ 此后! 公司又获得财政部门
%'$

万元专项扶持资金! 支付
"#+

万元好处

费$

谈及案件高发原因!王岩认为!在新

旧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 ! 政府仍未从

%全能型政府( 的行政管理模式中彻底

转变! 在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事务管理

中仍然过多地采用事前监管和直接管理

的方式$ 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 政府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权力大&干预多!行政

审批的范围过广!审批事项过多过滥!为

手握审批权的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

行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和便利! 最终导

致%吃拿卡要(&%跑部钱进(等社会乱象$

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成为行政审批过程

中贿赂犯罪产生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国家一直大力推进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 大幅度调整和削减行政审

批事项! 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深

化行政体制改革! 国家不断减少各级政

府的行政审批权力! 强化权力运行监督

制约 ! 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腐败的空

间$( 王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