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LIANZHENGZHOUKAN

周刊阳光编辑 高 斌 校对 郝涛涛

电子信箱!

#$%&'()*+,&-+%. /0#)*+,&-+%.

YANJIUZHESHUO
研究者说

LIANZHENGWEIBO
廉政微博

"文稿统筹!高斌#

!

李红钊

培育廉洁信仰 抑制腐败滋生

腐败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渊

源!古今中外都不可避免!根源就在

于人追求利益的欲望没有被合理约

束" 这种欲望受自身道德观念主动

抑制和法律规范被动抑制" 如果社

会道德底线或者法律适用发生倾

斜!对此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

就会使人的利益追求超出被允许的

范围! 使腐败具备了产生的内在主

观条件! 这就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

因" 根治腐败就是要消除其产生的

根源! 为此需要加强人的道德思想

建设! 提高法律规范对追求利益欲

望的外在抑制"

任重道远! 公众高度关注

反腐动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贪

污受贿等腐败行为不仅成为国家工

作人员高发性犯罪! 而且存在花样

翻新以及涉案额度逐渐增大等特

点" 党和国家历来注重反腐倡廉建

设!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坚决惩治和

有效预防腐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

死存亡!是必须要抓的政治任务"所

以!认真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不断

完善惩治腐败的法律制度! 对有效

遏制腐败蔓延# 加强廉政建设具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

!

月
"

日!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消息称!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谭栖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

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前!

#

月
$%

日!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

华润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宋林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

&

月
$'

日 !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 常

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组织调查"

%%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经

有
(

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每次发布

这样的信息!都会引发舆论热议"数

据显示!&案件查处' 已成为中央纪

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关注度和点击率

最高的栏目" 这也体现了公众对反

腐动态的高度关注"

贪腐问题并不是当今我国独有

的社会现象! 古今中外各个国家都

有发生" 贪腐现象是在我国法律制

度不断完善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甚

至将来仍然不可避免" 西方发达国

家通过几百年的发展! 相继建立了

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仍无法

克服自身存在的腐败现象! 这表明

根治腐败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得

到解决! 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腐败根源! 追求利益本能

未合理抑制

目前我国学术理论界对腐败产

生的原因有诸多观点!比如&物质利

益引诱说'!认为某些公职人员禁不

起物质利益的引诱是产生腐败的主

观原因" 由于某些公职人员个人政

治素质不高! 受封建社会以权谋私

思想或者资本主义社会追求自我利

益价值观的侵蚀! 在金钱物质的诱

惑面前失去了应有的抑制力! 而我

国目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又为具备

这些思想的不坚定分子提供了便利

条件" 又比如 &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说'!认为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及

缺乏应有的监督力度! 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还有的学者把腐败产生的原因

归结为&惩罚力度不够 '!认为由于

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力度不够! 无疑

增强了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领导干

部的侥幸意识" 特别是当他们看到

周围有些人的腐败行为并没有受到

应有处罚!有的反而受到重用提拔!

便会对自己的贪腐行为变得心安理

得甚至变本加厉"其他观点还有&人

性自私说'#&角色失调说'#&素质低

劣说'#&政治制度弊端说'等观点"

以上观点并不是产生腐败的根

本原因"笔者以为!每个人都有追求

需要利益的本能欲望! 这种本能没

有得到合理抑制是形成贪腐的根

源" 以上原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腐败的产生! 却没有揭示腐败

形成的本质" 比如 &物质利益引诱

说'#&人性自私说'等观点 !大都是

阐述人追求需要的利益欲望在主观

道德层面没有得到内在抑制形成了

腐败$ 而 &缺乏有效监督机制说'#

&惩罚力度不够说'等观点则都是在

说明由于在外部力量层面缺乏有效

合理的约束产生了腐败"

透视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

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贪腐现象之

所以普遍存在! 官吏追求利益的贪

婪欲望与不能形成有效抑制这种欲

望的制度!是其根本原因"

由于追求需要利益本能受到个

人道德观念主动抑制和法律规范被

动抑制的交替作用! 使人类总体的

需要利益本能处在基本的正当性状

态" 如果人们遵守的社会道德底线

或者法律规范发生倾斜! 对此没有

起到应有的抑制作用! 就会使这种

利益追求超出正常的合理范围 "因

此!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腐

败产生的根源在于追求利益本能没

有得到合理抑制"

两个途径! 有效抑制腐败

的对策

古今中外反腐成功的经验 !几

乎都离不开围绕腐败产生的根源展

开" 比如廉政思想建设旨在影响人

自身道德观念对需要利益追求的主

动抑制$ 而司法独立及有效监督等

制度则注重提高外在力量对其需要

利益追求的被动抑制" 我们要根治

腐败现象! 同样要求加强人的思想

道德教育!树立&廉洁奉公'信仰$提

高外部力量特别是法律规范的有效

约束作用"

必须坚持以&廉洁奉公'作为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信仰" 信仰通

过对人生价值观的渗透! 使其以信

奉的准则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 !对

规范人的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廉洁就是不贪污有节操!奉公就

是遵守正直无私"以&廉洁奉公 '为

干部特别是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领

导干部的信仰! 必须以各种形式加

强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 以清

正廉洁作为提拔考察领导干部的重

要内容等! 要使廉洁奉公的干部在

社会上被实实在在地尊重" 有了这

样的社会氛围! 就会鼓励更多的领

导干部把廉洁奉公作为自己的行为

准则!在工作中认真践行!这对有效

遏制腐败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 法律

对社会秩序进行有效维护! 是约束

人们行为的手段! 它使违法行为得

到应有的惩罚! 合法行为得到应有

的保护"建国初期对刘青山#张子善

案件的处罚! 以及党中央对贪污腐

化严惩不贷#决不手软的坚强决心!

对有效遏制腐败现象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可谓意义深远"当前 !社

会上有些人对法律公信力产生不同

程度的质疑! 与法律裁判的标准不

够统一! 有些贪腐行为没有得到有

力打击和惩处有很大关系" 如果对

贪污腐败的违法犯罪人员处罚力度

不够! 无疑形不成应有的法律威慑

力!起不到应有的预防与教育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

二次全会上指出 ! 要坚持对 &老

虎'# &苍蝇' 一起打 ! 既坚决查

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又切实

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 昭示出党中央的反腐决

心! 对加强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十八大以来! 据不完全统

计 ! 已经有近
&)

名省部级高官落

马! 提振了群众的反腐信心" 在新

的形势下! 需要我们认真提高公民

廉洁意识 ! 加强对贪腐的监督力

度! 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为继续

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 加强反

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而不懈

努力"

企业“走出去”：
需了解国际商务反腐规则

!

本报记者 王丽丽

实习生 汪洋海容

国际惯例与国内法律的区别在于 !

后者是教你不能做什么! 而前者则是教

你该怎么做"

为了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全面了

解国际惯例!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国际商会%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

会和中国银行
!

月
*"

日共同发布国际

惯例研究报告&#走出去$'国际商务反腐

败规则研究(!把国际商务中的一些反腐

败规则介绍到中国)

反腐实际上已关系到企业生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

员刘英指出!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调查的

腐败案件中! 有
+&,

与国际贸易以及外

商有关*

-)$)

年世界银行发布了因涉嫌

欺诈和贿赂被禁止接受其资助项目的企

业名单!中国有
$-

家公司被列入 #黑名

单$*

-)$-

年我国两家设备商因卷入阿尔

及利亚电信公司高管的一起腐败案 !被

判决两年内禁止竞标! 同时被处以高额

罚款* 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

而且给企业带来了声誉风险! 影响了企

业长期发展的潜力*

#作为国际官方规则的重要补充和

完善 + 当今最重要的一个自治共同

体,,,成立于
$($(

年的国际商会!应引

起中国企业更多重视* 其规则体系有数

百部之多!权威度高%覆盖面广 %操作性

强! 提供了经贸方面的行动指南和合同

范本! 在国际商业领域中有着特殊的权

威性*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重阳金融研

究院院长陈雨露指出! 中国企业在进入

海外市场时! 如果能依照这些规则体系

而行!可以极大地简化商务程序%节约交

易成本* 这是研究院对国际商会等自治

共同体规则文本进行翻译 ! 出台报告

&-走出去$' 国际商务反腐败规则研究(

(以下简称)报告*+的初衷*

&报告(认为 !国际反腐败与国内反

腐败具有特点上的不同* 国内反腐败当

前集中在打击贪官上! 国际反腐败对行

贿者的处罚更严* 国际反腐败更多以软

性约束力为主! 国内反腐败更多以硬性

强制力为主* 国际反腐败的主场更多在

经济领域!国内则更多在政治领域*

&报告(指出!在对腐败的理解上!国

际与国内存在差异* 如国际上要求合同

各方应当告诫第三方不得从事或容忍任

何腐败行为! 而国内往往把第三方腐败

归为个人行为* 国际上反对账外账!国内

通行两本账和-小金库$* 国际社会坚持

抵制现金支付!国内现金支付普遍!更容

易出现腐败* 因此!国际惯例中的反腐规

则远比国内企业所认知的要严格得多*

据&报告 (介绍 !国际商会指定的反

腐败国际惯例非常重视提醒企业建立内

部反腐败的预警机制! 即建立透明的礼

品%招待程序!认为这将有助于企业在国

际合作中建立良好信誉! 尤其能避免中

国企业某些国内形成的生意习惯在国际

合作中引起生意伙伴的误会* 就国际惯

例的精神来说!只要能证明礼品%招待费

不影响接收方对给予方的独立判断 !即

为合理*

在国际上!有一种通融费的说法* 通

融费是指向低级别官员随手支付的不正

当的小额金钱! 以促使其尽快履行其本

应履行的日常职责* &报告(称!大多数国

家禁止通融费*

反腐败国际惯例旨在于推动贸易进

程!并非纯粹地惩罚违规情况* 关于违规

现象的处理方法! 反腐败国际惯例大致

主要包括以下循序渐进的步骤' 一是列

举证据!提出质疑!证据足以证明质疑即

可.二是给予违规方自我纠正的机会.三

是给予违规方自我辩护举证的机会 .四

是证据确凿后终止合作! 违规方仍然可

得到已发生的报酬* 从这些处理违规情

况的条款可以看出! 国际惯例的主要作

用是保障合同各方在避免腐败行为和确

保实现合同目标之间达到平衡* 在这个

流程中! 国际商会建议企业事先协商好

审计权的使用方式和范围! 并对此作出

了可引用的条款规定* 这不仅有利于出

现违约情况的时候取得证据! 而且有助

于提前建立双方互相信任的合作*

正如陈雨露所指出的! 中国企业要

-走出去$! 其商业行为规范就不能只是

停留在官方法律层面! 还需要与全球的

或落地国的自治共同体打交道! 更加注

重合规性! 不仅要符合相关法律+ 官方

规则! 还应高度重视以非官方形式出现

的国际通用商业规范! 这些! 必须成为

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 时最重视的学习

内容*

还需公开监督

据
!

月
$.

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国务院办公

厅日前发文!要求促进公平就业!其中!&国企应公

开招聘应届生!公示拟聘人员'广受关注"据悉!人

社部正制定具体措施! 拟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招

聘应届毕业生信息发布的范围#公布渠道!以及招

聘工作的流程等内容"

&

张立美!国企公开招聘!最核心的是要像公

务员#事业单位招考一样!接受外部监督!接受公

开监督! 纪检监察等部门有必要参与到国企招聘

的监督之中! 不能让国企公开招聘成为国企自娱

自乐的游戏"

&

杨燕明!对国企的约束!不能只是停留在口

头上!而应以文件或法规的形式进行约束"一是相

关部门需对国企招聘加强监管!以减少或杜绝秘密

招聘#暗箱操作的空间$二是一旦发现秘密招聘#暗

箱操作!则要严厉处罚!并问责相关负责人!如此才

能形成必要的震慑效应" 只有监管与问责并举!才

能促进国企招聘的公开!也才能更好地呵护就业公

平!而这!其实是社会公平的起点"

&

张传发!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都

姓 &公 '!对于年轻人就业都有着很强的 &磁铁效

应'"既然国家机关招聘考试严格#透明!且比较公

平公正!那么!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招考应同样

一碗水端平"换言之!凡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的招考 !都应有一个 &统一模式 '而 &三合

一'!不应该&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更不应该

有&明暗'之别和&宽严'之分"

&

曾志杨! 国家实行公务员公开招聘已经多

年!但国有企业招聘却仍遮掩神秘!一些国企职员

比公务员待遇还好" 如果说公务员都实行公开招

聘了!国有企业又有什么理由不公开招聘呢,这既

是广大毕业生的福音! 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个

措施"

亮灯只是第一步

据
!

月
*.

日人民网报道!&家里终于有电了!

比中了大奖还高兴"'陈运弟说"

'/

年前!因为他家

附近要上马一个名为&海日丽兴隆度假村'的项目

!后因泡沫经济成为烂尾工程被拆除"! 他和家人

被要求搬至他处! 因为认为新的安置点房屋太小

及赔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拒绝搬迁!后来便被

断了水电!这一断就是
-0

年"

&

戴先任!陈家的灯亮了!只是第一步!追责

的&灯'也要&亮'"这么多年来!合法权益被无视被

侵害!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赔偿"公民合法权益不容

随意践踏!践踏者必须为自己的侵害行为负责"

&

王言虎! 任何一个社会! 政府都享有征用

权! 但前提在于! 必须征得私有财产所有人的同

意!并提供令人满意的补偿"如果达不成共识!权

力唯一可选择的!就是退避"只要是宪法赋予的权

利!公权部门就不能任意干涉"避免权利株连的最

好方法!在于将权力关在笼子里!防止其越轨"

拆迁户被断电
-0

年*

国企应公开招聘应届生"

期待挑刺工挑出
蝴蝶效应

!

陈怀瑜

今年以来# 四川眉山市丹棱县建立暗访监督人员

库 # 聘
#)

名 $挑刺工 %# 暗访全县政务工作 # 掀起

$挑刺风暴%(据
!

月
$(

日 )华西都市报*+&

$挑刺工% 的出现和存在# 与此前的 $政风行风监

督员% 极为相似& 只不过# 此次的 $挑刺工% 在人员

构成' 行动方式上更具隐蔽性& 所以# 其挑刺的效果

会更好些# 引起的震动更大些& 由此看来# 聘请 $挑

刺工% 的政府监督部门动真格了(((这# 才是关键所

在&

其实# 像 $政风行风监督员%' $挑刺工% 之类社

会监督形式# 此前早已存在# 只不过形式不一罢了&

但为何最终大多成了风来雨过的短期行为) 笔者看来#

一是这种监督方式因 $挑刺工% 人数的限制# 大都只

能由点带面地进行监督# 无法形成真正全面' 全程'

长效的监督体系* 二是这些监督形式# 往往是 $运动

式% 的# 一段时间过后# 风头过去了# 大多会慢慢消

弭于无形&

而此次构成' 组织上更严密的 $挑刺工% 及其所

形成的 $挑刺风暴% 效应# 对政府部门工作效能的促

进确实效果明显 & 那么 # 如何让这种监督方式形成

$蝴蝶效应%# 引发整个社会监督的长期而巨大的连锁

反应# 就显得更为重要和有意义了& 就如洛伦茨所喻+

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 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

,,则这样的 $挑刺风暴%# 就会显现出更为可观的社

会监督正能量&

欲使挑刺工作形成蝴蝶效应# 最终产生全民 $挑

刺风暴%# 就要鼓励' 引导和支持全民' 全社会都参与

到监督中来& 民众的力量无所不在# 民众是社会活动

的参与主体# 民众个个都可以成为明察暗访者* 民众

的参与# 更易形成对政府工作的全面监督& 政府纪检

监察机构# 要通过投诉' 举报' 网络' 报刊等形式#

认真' 积极地接受群众监督# 并敢于将所挑之刺公之

于众# 公开处理(((阳光# 是最好的防腐剂&

由有限的 $挑刺工% 到全民一起来挑刺# 二者有

机结合# 形成持久' 全面' 高效的监督& 政府工作人

员和机构面对挑刺# 就会更加如履薄冰# 兢兢业业#

行动自觉# 从而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连载"二$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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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风光
下派检察官陈克勤到达金水县当夜% 发生一起公

安局长养女被毒犯绑架事件%于是%解救人质&化装侦

查&千里缉捕&金钱腐蚀&女色下套&断尾求生'(一幕

幕缉毒与反缉毒&腐蚀与反腐蚀精彩场面接连出现)请

看下派干警将怎样坚守办案底线% 大灾后的公安局长

灵魂将怎样升华)

然而!绍云却不以为然'-李

支队!小陈说的是大实话!$头一

扭!-美女记者!我这就算给你汇

报了!拍电视剧的两百万经费已

经落实!找了家赞助企业!不会

花县局一分一厘的*$

美女记者夸张地叫一声 '

-哟,,,张局真厉害/$

-现在关键看你剧本了!进

展如何0$

-已经写了十五集! 剩下的

三月底完稿!到时还要去你那里

征求意见*$

-随时恭候! 说不定你来我

们又有新素材提供了*$

一辆黑色奥迪车驶到台下!

陈克勤抢前一步把副驾车门打

开!张绍云说我俩坐后面!万司!

去新女人购物商城*

到一处繁华路段!万司边开

车边找人'-张局!那不新女人购

物商城!那不苗姐!那!那!就在

路边*$

陈克勤顺万司手指方向看!

见一年轻貌美女子正朝车子招

手!心想'这一定是张局女儿了*

停车!下车*小陈朝女子笑

笑! 接过她手里提着的大编织

袋*张绍云介绍这是仙灵阁酒楼

的苗灵芝苗总! 小陈你就叫苗

姐*

-苗姐0$陈克勤一愣!再打

量一眼美女!-这么年轻!叫姐叫

妹还难说呢*$

苗灵芝'-我属兔*$

陈克勤'-我属牛*$

-我叫你陈哥*$

-我叫你苗妹*$

万司插言'-小陈!我奔四了

都叫苗姐!这与年龄无关*$

-那与啥有关0$

-有些事11反正你跟着大

家称呼就行了*$

这时! 苗灵芝走到绍云面

前!就地展开双臂转一圈!彩色

真皮大衣随风飘洒开来*她问老

张你看这合身不0 陈克勤听见

-老张$ 这个字眼就觉得她不像

他女儿了*

张绍云 '-你买的 0$-嗯 *$

-多少钱0$-老张又不让你掏钱!

问这干吗* 你就说好看不好看0

合身不合身0$-好看好看! 合身

合身*$-看都没看!随口打哇哇*

陈哥! 你帮我参谋参谋*$-别叫

陈哥!叫小陈!我也叫你苗姐!跟

着大家称呼*$-瞎起什么哄0也

行!小陈!你看这件皮衣如何0$

陈克勤借机打量苗灵芝高

挑的身材! 赞美说挺不错的*她

脸上就绽出笑意*老张说别光说

你的衣服! 我让你买的被子呢0

苗灵芝指着小陈手里的编织袋

说那不是!装里面了*张绍云正

要张口问价!灵芝抢道'开了票

的!价格写上面!到时自己看吧*

绍云就不好说什么了*

大家上车赶路*

-老张!小陈可是市上干部!

你们县局今晚不搞个欢迎仪式

什么的0$灵芝问*

小陈赶紧说不用不用!我又

不是什么领导!我是来学习锻炼

的!这样就够麻烦的了*绍云不

接他的话!而对灵芝'-这事用你

操心吗!早安排了*$灵芝'-怎么

安排的0$绍云'-嗬!小苗!吃河

水长大的呀,,,管这么宽 *$万

司插言'-张局安排了一个欢迎

会!大家聚一聚*$灵芝咕哝'-这

还差不多*$

车行一段路程!车内手机响

了!是绍云的!他嗯嗯了两声!身

子一下直起!嗓音变了'-马上追

捕!一定不能让他跑掉/$说罢!

啪地关上机盖*

车内鸦雀无声*

张绍云用手罩住眼! 半晌!

重新翻盖拨号'

-

-)-

!

-)-

!我是
-)$

!马上

启动应急预案!对!要快/$

-

0)!

!我现在在回金水县的

路上!立即通知交警!封锁所有

出城道路*$

-

0)+

! 能听到我说话吗0现

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振作起

来! 马上查清杜跛子的社会关

系!对对11就按你说的办*$

车内空气仿佛凝固*好一会

儿! 陈克勤小声问'-出了什么

事!张局0$

-一个涉毒嫌犯逃跑了*万

司!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开快点!

争取天黑前赶回县城*$

二

天刚擦黑!汽车驶入金水县

城*

张绍云付了小苗购被子的

钱!让万司开车送她回家!自己

同小陈参加禁毒大队为下派干

部举行的接风宴*乘风饭店三号

雅间里有四人!三男一女!按职

务高低依次是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郭皋川同志!党委委员+禁毒

大队大队长沈纯朴同志!禁毒大

队副科级侦查员祝旺达同志和

禁毒大队科员级侦查员闵璞卉

同志*

众人入席* 趁上菜工夫!副

局长给局长汇报* 他说张局!就

你上市里开会的那晚!县烟草公

司根据匿名举报在沱江大桥设

卡挡获了一车假烟!押车人弃车

而逃!执法队将司机抓获*此人

拒不交代假烟的来源和运往何

处!清点过程中他们发现车里有

吸毒工具!就通知禁毒大队去人

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