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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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兼治才能遏制能源腐败

!

月
"#

日晚
"$

时"最高人民检

察院官方微博披露"近日"检察机关

以涉嫌受贿犯罪" 依法对国家能源

局核电司司长郝卫平# 煤炭司副司

长魏鹏远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

施!据公开披露的报道"魏鹏远被带

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

此前" 中石油副总裁薄启亮和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亦被相关

部门带走接受调查! 能源腐败问题

瞬间被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能源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

近年来被频频曝光的矿产资源

腐败# 石油系统腐败等能源腐败现

象使公众认识到能源领域已成为腐

败的重灾区"石油#矿产等能源已成

为腐败的媒介! 原本为了维护能源

安全的能源权力却成为官员和高管

们敛财的工具! 有媒体报道称 "四

川#中石油#国土资源部的连环官场

大地震中"无论是李春城#郭永祥还

是蒋洁敏#王永春"都被曝在石油系

统进行权钱交易# 大肆分肥的腐败

行为! 而卷入山西腐败窝案的金道

铭#申维辰以及华润董事长宋林"其

腐败行为也与煤炭逃不了关系 !据

知情人士透露" 不久前落马的西宁

市委书记毛小兵被抓原因可能是在

西部矿业上市时存在利益输送 #侵

吞国有资产!

此外"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

利# 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也都是栽

倒在矿产资源开发领域的违规违法

行为! 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

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更曾主管全国范

围的能源工作!综合来看"在十八大

以来落马的省部级$老虎%中"涉及

能源资源腐败的"超过了半数!仅就

石油系统来看"近一年多来"已查出

!$

余名高管牵涉腐败窝案! 由此看

来"我国能源腐败呈现大面积爆发!

根据能源管理审批权寻租的对

象不同" 笔者认为可将能源腐败具

体归为以下三类&

一是权钱交易型腐败) 能源项

目审批方面的寻租空间太大" 几乎

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寻租的空间 !对

于那些手握项目管理审批权的官员

来说"这是巨大的$聚宝盆%!谁送钱

送礼了或者谁送钱送礼多" 谁的项

目就能得到批准!目前"能源系统落

马的高管多与招标不规范有关!

二是权权交易型腐败) 一些手

握实权的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往往

与能源系统的官员# 能源企业的高

管进行勾结" 为自己任职地争取一

些重大项目! 而这些官员升迁后再

回过头来帮助那些能源系统的官

员#能源企业的高管"形成了一个循

环的权权交易网络!

三是能源福利型腐败) 能源福

利型腐败是指能源企业给其职工免

费# 无限量提供本企业所经营的能

源"这是一种隐形的腐败"是少数人

所享有的特权!$能源福利% 实质上

是建立在公众利益基础上" 以侵占

公共资源的方式间接地影响了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损害了社会公平

和公正"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其危

害性和严重性不可低估小视! 虽然

我国目前立法已经明确禁止 $能源

福利%"但是一些能源企业仍然 $阳

奉阴违%"暗地里变着花样为其职工

发放$能源福利%!

能源腐败原因的复杂化

能源腐败大面积爆发的背后必

然存在一系列的原因!笔者认为"能

源腐败的产生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能源系统内部的权力监督

机制失灵) 能源系统腐败案件的案

发大多带有一些偶然性" 要么是群

众举报# 要么是由其他案件牵扯出

来"鲜有自我案发的情形!这就不得

不拷问能源系统内部的权力监督机

制!理论上来说"它本应最先发现腐

败案件!然而"为何它不能及时发现

腐败案件" 进而将能源腐败扼杀在

摇篮里' 倘若能源系统内部权力监

督机制的实效能得以切实发挥 "能

源腐败必然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二是作出能源决策的过程不透

明% 导致对能源决策权力的监督不

力) 我国目前能源决策作出的过程

并不透明" 除了能源机关内部几位

手握实权的高官"甚至是$一把手 %

了解能源决策作出的具体过程外 "

基本上无人知晓"给$暗箱操作 %打

开了方便之门!

三是能源项目的审批权力过于

集中) 早期为了保证能源项目的审

批标准相对统一以及维护能源安全

和经济安全" 能源项目的审批权相

对比较集中" 尤其是重大能源项目

的审批权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的相

关机构! 但是权力集中却给腐败留

下了较大的空间! 如前国家发改委

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在

落马前曾主管全国的能源工作 !此

外"就目前来看"已经落马的#涉及

能源腐败的官员几乎全部都集能源

项目管理审批权于一身! 他们掌握

的重大能源项目审批权" 为他们提

供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四是能源仍然被国有资本所垄

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间

资本的实力越来越雄厚" 已经完全

有能力进驻能源领域!然而"目前我

国大量的能源仍然掌握在国有垄断

资本手中并没有向民间资本开放 !

这让在垄断和权力夹缝中艰难生存

的民间资本不得不依附于权力 "通

过金钱来换取进驻能源领域的机

会!因此"国有资本对能源的垄断也

进一步扩大了能源腐败的空间!

标本兼治才能根除能源腐败

笔者认为" 监督原因是能源腐

败之$标%"体制原因是能源腐败之

$本%" 若想彻底根除能源腐败还需

$标本兼治%!具体对策如下&

一是重大能源决策的公众参

与)因为能源自身具有公共性"所以

在作出重大能源决策时" 应让公众

参与其中! 这可以在增强能源决策

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的同时"

便于公众对能源决策权力的监督!

二是强化能源决策的说理成

分) 说明理由是程序公正的要求之

一"它能防止公权力的恣意行使!目

前"我国能源决策过程不透明"导致

公众难以对决策权力的行使进行监

督! 如果能源机关充分说明作出能

源决策的理由" 即作出该决策的事

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那么公众就可

对决策的正当性进行评价" 并可从

中发现决策权力不正当行使的情

形"便于对权力进行监督!此外 "说

明理由能使能源机关自我约束!

三是在加强监督的前提下 %科

学地下放部分能源项目审批权力 )

能源项目审批权力的高度集中为能

源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为了缩

小这一能源腐败的空间" 科学地下

放部分能源项目审批权是必要的 !

但是"下放不代表放任不管"如果不

能对下放的能源项目审批权进行合

理地监督" 那么就会形成 $一放就

乱#一收就死%的局面!

四是使市场发挥在能源资源配

置中的关键性作用) 目前我国的市

场经济体制已经日渐完善" 民间资

本的力量也逐渐强大! 如果政府再

对能源资源的配置进行大幅度地干

预"那必然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不

仅难以优化资源的配置而且还为权

力寻租提供了空间!鉴于此"政府应

逐步缩小调控能源经济活动的范

围" 让市场在能源资源配置中发挥

关键性作用! 让更多的能源项目对

民营企业开放" 让市场来淘汰那些

不符合资质的企业" 政府要做的主

要是加强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管!

总之" 要规范能源决策权的行

使"遏制能源腐败"关键是既要改革

体制也要加强对能源决策权的监

督!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增加能源决策的透明度# 改革能源

项目审批体制# 正确处理能源领域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无疑是遏制能源

腐败的根本之策!

*作者分别为浙江工商大学法

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法

学院研究生$

“清水衙门”
不能成反腐死角

!

于文军

据近日媒体报道! 一笔扶贫款

从市到县被侵吞
%$!

! 从县到乡又

被克扣
%$!

" 一张小农机具秧盘的

国家补贴
"

毛
!

分!农技站就克扣
#

毛
&

分! 站长还要贪
'

分##扶贫

办$ 农技推广站$ 民政局##近年

来!腐败现象正向一些人心中的%清

水衙门&蔓延!有些部门甚至成了腐

败%重灾区&'

所谓%清水衙门&是相对于手握

巨额资金和审批大权的部门$ 单位

而言的! 往往指并未掌控资源$市

场!也无税费$财政$金融等管理权

及项目审批权的部门(近些年来!中

央不断加大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力

度! 对这些领域的项目资金投放数

量大大增加(我们对%清水衙门&腐

败不能掉以轻心(像三农$扶贫$民

政$基建等领域!过去民生欠账都比

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清水衙门&腐

败日趋严重的后果! 只能是侵害民

生政策的 %红利& 和基层群众的利

益! 严重侵蚀了国家政策和政府的

公信力!危害不可小视)有些领域涉

及的资金看起来不起眼! 但积少成

多!其危害并不亚于大项目腐败(

%清水衙门& 成了反腐死角!也

是%清水衙门&腐败案件高发的一个

原因( 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完善相

关审批$验收$审计等监管制度!加

大相关财政资金的监管! 要晒财政

补贴的%明细账&!增加透明度!防止

被截留(同时!优化干部激励和考核

评价机制!切实让%清水衙门&的干

部%不敢腐$不能腐$不必腐&(

自由换奢侈是算了糊涂账
!

肖 蓟

!算来算去"我却没有细算政

治账 #名誉账 #自由账 "以政治生

命#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为代价换

取一时的奢侈享受 " 究竟值不

值$%这是身陷囹圄的四川省雅安

市原副市长谭向红在忏悔书中发

出的感叹&在谭向红看来"追求奢

侈与失去自由"存在必然的!因果

关系%&细加品味"不无道理&

谭向红
#(()

年至
"$$(

年间"

利用担任四川省科技厅农村处副

处长#处长"雅安市农业高科技园

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之便" 收受

贿赂共计
&$$

万余元以及!天梭%

手表一只& 另外" 还利用职务便

利 "贪污公款
*$

余万元 &东窗事

发后"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等数

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贪图享乐#追

求奢侈" 成了谭向红失去自由的

!诱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失去自由"

好比捂住了眼睛#捆住了手脚&

#(

世纪中叶" 匈牙利著名的爱国主

义战士和诗人裴多菲'山陀尔"在

(自由与爱情)中写道*!生命诚可

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

者皆可抛 &%自由之珍贵 "由此可

见一斑&

自由有!标准%"奢侈却无!止

境 %&少数失去理智的官员 "为了

图享受#求奢侈"或胆大妄为钱权

交易 " 或随心所欲巧取豪夺 &最

终" 让自由从自己身边一点一点

地!流失%了&

古往今来" 自由之神只对那

些自觉接受道德规范# 严格遵守

法律约束" 堂堂正正做人# 清清

白白做官的人厚爱有加& 遗憾的

是" 现实生活中" 为所欲为讲享

受# 纸醉金迷比奢侈的官员不乏

其人&如"!表哥%陕西省安监局原

局长杨达才+!

+,

女王%辽宁抚顺

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江润黎+!最时

尚贪官% 重庆沙区征地办原官员

丁萌等" 他们的可悲结局" 都与

追求奢侈密切相关 & 以丁萌为

例" 他曾不无骄傲地说*!我的西

装没有
#

万元以下的,,最贵的

一套是卡沃奇"

%

万多,,穿这些

名牌感觉一身轻松&% 结果"

#()"

年出生的他却被名牌所累---

#'

年的有期徒刑让他的感觉再也轻

松不起来&

成由勤俭败由奢& 谭向红等

大大小小的贪官" 落马前为什么

没有意识到拿自由换奢侈不划

算 #不值得 $究其原因 "并非不懂

得自由的珍贵" 不是不知道奢侈

的害处"而是!权令智昏%"忘乎所

以&不是吗$不少落马贪官手中有

权#拥有自由时"非但不知道珍惜

它#呵护它"反而为了满足追求奢

侈的欲望" 心甘情愿拿自由做代

价"这实在是愚蠢的做法#沉痛的

教训啊.

人情消费：需自律，更需他律
!

申国华

据近日媒体报道" 一个村民小

组
*$

户 "

'

月份有
%"

户以各种名

义置办了酒席" 另
#&

户正在筹备"

这是辽宁省中部某县纪委调研发现

的+ 一个山区农民家庭年收入仅
"

万元"

"$#'

年人情随礼
(*$$

元"这

是记者采访遇到的&

亲朋好友结婚生子" 同事# 同

学前去祝贺" 送上薄礼" 乃中华传

统礼仪" 本无可厚非& 然而" 近几

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 一些原本正

常的社会交往也开始!变味%了&不

仅祝贺的名目繁多"结婚#生子#升

学#就业,,都需要随份子"而且礼

金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三五百#一

两千元不等"甚至多达几万元"原本

纯正的乡风民风开始变味& 更可怕

的是" 少数党员干部对此缺乏应有

的警惕"不仅欣然笑纳"而且自己主

动大操大办儿女婚宴"借机敛财&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言

行关乎党的形象" 不能简单地把自

己混同于普通群众" 不仅是身份不

一样" 而且更重要的是责任和要求

不一样&人情消费虽不是新生事物"

但一些党员干部被其所困" 为其折

腰"最后误入歧途"其社会影响却非

同小可&

在人情消费面前" 重视自律更

要重视他律& 一些党员干部刚开始

自我要求很严" 但面对人情消费的

拉拢#腐蚀"不知不觉放松了警惕"

信念开始动摇" 把组织的提醒当作

!耳旁风%&温水煮青蛙&少数党员干

部就是在这种 !灯红酒绿% 中倒下

的&自律#他律"是党员干部终生的

必修课"二者不可或缺"自律使人净

化灵魂"他律帮人约束言行"二者的

有机结合能有效抵御!变了味%的人

情消费&

在人情消费面前" 重视自己更

要重视家人&一些领导干部出问题"

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家人或身边

人员&近几年"!家庭式%腐败上演的

不少&纵观其中的!玄机%"有许多都

是从不正当的人际交往# 人情消费

开始的&因此"对家人或身边人员严

格要求"既是自己的职责"也是对他

们的关爱"不可有丝毫的犹疑&

让第三方查查

日前" 有网友发帖举报湖南省耒阳市副市长

张东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并发布了多张跟踪

照片佐证"其中有公车私用接送孩子#妻子用名牌

包等!有关部门回应"司机用公车接送孩子上学只

是偶尔顺路($接送社会女郎% 是偶然女同事坐顺

路车(张东辉妻子被拍照片中用的
+,

#迪奥提包

是高仿超
-

货!

&

玫昆仑!官方回应只是单方面的表态"是一

面之词"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可!要想让民众信服"

当地有关纪检#监察部门不能睡大觉"理应创新监

督机制"引入第三方监督"把网曝副市长公车私用

当作一封举报信"按图索骥"顺藤摸瓜"查一查"给

民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毕竟"副市长手

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是否存在权为己所用"应该

接受外部的监督"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

&

胡子民!显然"$天天公车接送小孩%与$偶

尔顺路%相去甚远"这样的答疑无法令人信服"更

像是用假话敷衍群众!而副市长配偶的
+,

#迪奥提

包被回复为$

-

货%"更令网友质疑此回复是否也有

些$

-

%'

寻找奇葩公考真相

据)京华时报*报道"$

"'

人参加考试"却只有

一个
#"!.!

分的第一名成绩" 其余
""

人成绩全部

为零分%"云南省公务员考试成绩遭到质疑!对此"

负责招录工作的云南省人社厅回应"$零分% 并非

是录入系统出了问题" 主要是由于考生涉嫌违规

导致的!而且"这样的情况在本次公务员考试成绩

公布中并不少见!

&

郭文婧!一场公务员考试"如此大面积地出

现考生违规现象" 考试负责部门需要好好反思原

因究竟是什么'责任是否完全都在考生'是否存在

考试组织 #提醒不到位 "制造了违规 $陷阱 %的情

况'如果都是作弊"当地恐怕就不得不对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进行深刻检讨了!

&

张传发! 相关部门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只有

#

分
'!

秒"时间好短啊+对此"我倒认为"问题不在

$短%而在$虚%!

&

王言虎!考试制度本质上是一项契约制度!

这就决定了人才的选拔#职位的升迁"必须按照既

有规则与程序"在预定框架内进行!这么高的零分

率"不知云南公考遵循的是什么奇葩规则'

&

周歌!相关部门所谓的$考生缺考%"显然难

以掩饰问题"这起事件是否属于 $萝卜招聘%' 是

否存在着其他见不得阳光的招考黑幕' 亟待有关

部门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公平公正地选人用人"

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保障选人用人的公

开公正# 阳光透明" 这也是相关监管部门义不容

辞的责任!

ZHUANJIASHIDIAN
专家视点

张绍云一个健步来到众人

面前" 双手叉腰" 脚呈丁字步

站立" 手一挥* !喊什么$ 闹

什么$ 这是机关" 不是自由市

场.%

人群一下鸦雀无声&

!我是张绍云" 公安局长.

有什么事可向我反映.%

!凶手---还我丈夫 .% 人

群中冲出一穿孝服妇女" 在张

绍云脸前颤抖地挥舞着报纸 "

!为什么要开枪$ 你为什么要开

枪$% 边喊边将报纸朝张绍云掷

来" 啪的一声打在脸上" 落下

地去&

张绍云在心里告诫自己一

定 要 控 制 情 绪 " 再 控 制 情

绪---他真没发作 " 而是弯腰

拾起报纸* !这位大姐" 请问

你是杜跛子什么人$%

!杜朝飞是我男人&%

!犯罪嫌疑人家属" 你听我

解释,,%

!谁是犯罪嫌疑人$ 我们一

向循规蹈矩" 遵纪守法" 怎么

就变成了犯罪嫌疑人$%

!我说是犯罪嫌疑人家属"

请你听清再# 说# 话&% 绍云见

强调句起点作用" 声音更洪亮

了" !告诉你---人是我杀的"

但我是正# 当# 防# 卫&%

!放屁. %死者老婆发作了"

声音又快又急"!我丈夫一个开

车司机" 被你们从车上抓下"走

时好好的"现在人死了"你却反

诬他行凶杀人" 这是贼喊捉贼.

这是草菅人命. 你# 你还我丈

夫.%说罢扑上"抓住张绍云又撕

又咬"口水糊了局长一身,,

众干警忙上前阻劝" 正拉

扯不开" 一穿检察服男子上前

抓住撒泼妇女&

!住手 . 我是检察院的 "

有什么事跟我说&%

!检察官" 你得给我做主

呀,,呜呜,,朝飞就算是他

们说的有贩卖假烟问题 " 也

罪不至死吧 " 他们开枪杀了

他" 报上可登得清清楚楚,,

呜呜,,%

!这件事情---% 检察官

向死者老婆更向聚众人群 "

!这件事情县政法委已让我们检

察院介入调查" 你得给我一定

时间来查清真相吧 $ 是不是 $

这样好不好---% 检察官手拍

了两拍 " !这样好不好---大

家先回去" 有什么想法" 有什

么要求" 啊" 可以通过正常渠

道向我们检察院反映" 这样聚

众闹事是妨碍公务的行,,%

!一丘之貉---别听他的.%

人群中有人喊 & 又有人喊 *

!不给一个说法" 我们就绝食"

把公安局大门封了.%

!把玻璃给狗日的砸了.%

!把车烧了.%

眼见局势就要失控"这时大

门外狠劲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一

个留寸头戴墨镜的瘦子从一辆

黑色大奔上下来"后面跟着个马

仔& 不知是谁喊了一嗓侯哥来

了" 上访人群顿时鸦雀无声"众

人都把目光投过去&这人来到杜

跛子老婆面前" 手杖杵地两下"

出语惊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怎么"想造反啦$%死者老婆不吱

声了&

!吃豹子胆了. 想和政府掰

手腕是不$% 无人回答&

!婆娘" 你男人死了" 侯哥

答应给个说法" 信我不过$%

!侯哥 " 不是信不信的问

题" 朝飞就这样不明不白,,%

!闭嘴. 现在侯哥发话了"

你听不听$%

!听,,侯哥我听你的&%

!听就滚. 跑这儿赖皮& 程

娃" 把她弄走&% 叫程娃的马仔

走到死者老婆面前" 一甩头道

走吧" 惹侯哥生气" 后果很严

重& 她果然乖乖跟程娃走出大

门" 众人一见出头鸟飞了" 赶

紧四散而去&

张绍云走到侯哥面前站定*

!行呀你---叫什么$% 侯哥摘

下墨镜 " 朝张绍云行弯腰礼 *

!他们叫我侯哥" 张局长" 你叫

我小侯就成&%

!干什么的$%

!猎债天下公司经理&%

!猎债天下公司,,%

!通俗说就是讨债公司&%

!行呀" 讨债讨公安局来

了$%

!冤枉. 他们闹事我真不

知道" 我是碰巧路过这儿" 才

替政府,,替政府分忧的 & %

!啧啧" 替政府分忧" 按理我该

好好谢你,,只你一个讨债公

司经理" 倒比政府有魄力" 比

公安有本事,,%

!别别别" 张局长" 你千

万别这么说" 猎债天下公司依

法成立" 照章纳税" 你这一说

把我搞得跟黑社会似的" 小侯

可承受不起,,小侯就此告辞"

就此告辞&%

!别走啊" 我真得好好谢

你,,%

!不敢承受" 不敢承受&%

侯哥边说边拱手" 快步走出公

安局" 上了大奔" 汽车一闪不

见了&

王紫艳来到张绍云面前 *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张局长"

究竟咋回事$ %陈克勤插言说咋

回事---没瞧见影子政府$刘科

长反驳说市局同志这结论可不

能乱下"张局长辖区出了影子政

府还了得& 小陈回击说刘监督"

我就事论事"怎么是乱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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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