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ZHUANJIASHIDIAN
专家视点

LIANZHENGWEIBO
廉政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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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五十九#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见习编辑 李红笛

傅

平
著

长
篇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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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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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稿统筹!高斌#

千棵杨树被污水!毒死"

有那么一刹绍云脑子一片

空白!几乎出于本能他掏出手机

给灵芝打电话!手机不通"地坝

很快站满了从办公楼跑出来的

公安干警! 郭皋川走上前#$局

长!这次地震破坏大!是否启动

紧急应急预案%& 绍云从最初的

惊恐中回过神来! 抬手看看表#

'好!马上启动
!

级应急预案"&

值班员报告信号中断!座机

手机均无法与外面联系! 这时!

局长看见已站到地坝安全地带

的祝旺达反身冲进办公楼!后面

沈纯朴大喊#'胖子!回来!你不

要命啦%&'对(对讲机!我(我回

办公室一趟)&撂下这句话!祝旺

达身影消失在楼道*沈纯朴对张

绍云道#'刚才跑得急!禁毒大队

应急包没带出来!他取去了*&局

长点点头!众人紧张地注视着楼

道!不一会!见祝旺达手提一黑

色背包出现在门厅! 就在此时!

大地又是一阵剧烈震动!刚冲出

办公楼的祝胖被半空飞下的一

重物击中!叫都没叫便被击倒在

楼前台阶处*张绍云等众干警惊

得眼都鼓突起来! 沉寂不到一

秒!便不顾一切冲上去!抬开砸

中小祝的那截断墙!把他抬到安

全地方*

'局长!对+对讲机,,&话

没说完!小祝在张绍云怀里闭上

了眼睛*

'小祝-胖子-快!送医院-&

沈纯朴上前摸摸小祝的鼻

息!沉痛地道#'不用了局长*&

张绍云痛苦万分地把祝旺

达遗体放在地上!脱下上衣轻轻

盖在他脸上*郭皋川从应急包里

拿出一部对讲机!对默默无语的

绍云道#'局长! 启动
!

级应急

预案*&

张绍云狠甩一下头!接过对

讲机呼叫#'各公安干警注意!各

公安干警注意 !我是
"#$

!我是

"%&

!我县发生强烈地震!现启动

!

级紧急应急预案,,&

闵璞卉气喘吁吁冲进大门!

'报告局长! 公安局二号宿舍楼

垮塌!部分干警和家属被埋在废

墟里*&

'老沈! 你立即组织禁毒大

队的人前去抢救被埋人员 !要

快-&

沈纯朴大喊一声禁毒队员

跟我走!一群干警跑步离开了公

安局办公区*

两位干警找来一架行军床!

把死者遗体放上去!抬到一大树

下放好*这时!张绍云手中对讲

机又响了#'报告
"%&

!我是
"%'

!

县委武书记要同你通话*&

'武书记!我是张绍云!请指

示*&

'绍云同志! 金水中学教学

楼垮塌!一千多名师生除少量逃

到操场外! 都被埋在废墟里!我

任命你为现场抢险总指挥!请立

即组织公安干警前去抢险*&

'是-&

'老张啊!时间就是生命!你

一定要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救人

呀!拜托了*&

张绍云目光停在祝旺达遗

体上道#'武书记放心!公安干警

尽管自己也受了灾!甚至流血牺

牲!但在人民生命财产处于危难

的时刻! 我们就是牺牲自己!也

保证完成任务*&

'吭吭吭,,& 一阵咳嗽 !

苗灵芝苏醒了*

她动动嘴! 满嘴都是粉尘*

她睁开眼! 四周漆黑一片! 什

么也看不见* 她试着动动手脚!

周身立即火烧火辣地痛! 手脚

却被捆住了似的一点也动弹不

得 * 她不大明白发生了什么 !

努力回想着!想起来了!几分钟

前她还在家里给丈夫通过电话!

告知老张自己怀孕的消息,,

接下来! 接下来好像是 '黑毛&

摇着尾巴从露台跑入客厅! 双

爪搭在防盗门上! 叫两声! 回

头看看! 她以为它要外出撒尿!

就拉开防盗门! 那黑狗一溜烟

蹿出去了,,再接下来她倚靠

在门框上看体检单 ! 然后是轰

的一声巨响! 似乎脚踩在空中!

眼前一黑! 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地震! 是地震*& 想到这! 灵

芝大喊! '救命...&

天擦黑时! 陈克勤等人才

赶到县城! 发现这里已是满目

疮痍* 他们赶到公安局办公大

楼前! 听值班员告知公安局二

号宿舍楼垮塌! 禁毒大队人员

正现场抢险! 就立即赶过去*

这是六楼一底的预制板砖

混楼房! 在大自然巨大的破坏

力下! 下面两层已被挤压成肉

饼! 楼梯间空了! 钢筋连接着

的预制板棺材似的吊在半空中*

废墟周围围着一大群干警

家属! 有的哭叫! 有的默默流

泪! 沈纯朴带着禁毒大队干警

用铁锹等工具在废墟缝隙中刨

着! 他看见了陈克勤一行 ! 缓

慢地直起腰 ! 伸出流血的手 #

'李支队 ! 小陈 ! 你们平安无

事...太好了-&

闵璞卉道# '陈哥 ! 你没

事呀! 手机也打不通! 急死人

了*&

陈克勤表情冷淡地 # '谢

谢关心*&

李支队问沈纯朴 # '这里

伤亡怎样%&

防治“秘书腐败”，从规范权力和健全机制发力

日前# 中央纪委对中央政法委

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并报中央批

准#决定给予余刚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至此#曾先后服务某位首长

的
(

任秘书#除一人!失联"外#其余

)

人悉数都因腐败而落马%

据统计#十八大后落马的
*#

多

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中# 职业生涯里

有秘书经历的占近三分之一%可见#

在职秘书或者曾有秘书经历的这部

分公职人员已经成为腐败发生的高

危群体之一% 事实警示我们&!秘书

政治"已经成为滋生腐败大案$窝案

的土壤#秘书腐败不容小觑%

秘书腐败现象透视

从近年查处的案件来看# 秘书

腐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利用地位优势#成为贪腐掮客%

秘书从属的官员大多是单位$ 部门

的!一把手"#很多决策事项往往是

这些!一把手"说了算#所以经常会

有单位或个人有求于他们% 但凡有

求于官员者# 多数是想办通过正常

程序难以办成甚至完全办不到的事

情# 这时候他们就看中了秘书的地

位优势#通过给予秘书好处#由秘书

引荐或为其美言# 从而得到接近官

员的机会% 这样的秘书成了官员的

贪腐掮客# 专门为权力寻租牵线搭

桥#自己则从中收取!过桥费"%

利用信息优势#进行非法牟利%

很多官员的专职秘书不仅是其工作

上的参谋$助手和事务执行者#同时

也是生活中的!管家"和!保姆"#全面

负责官员的衣食住行%正是由于秘书

与官员之间这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使

得秘书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官

员级别越高# 秘书获取信息就越早#

能掌握的信息!含金量"也就越高%这

些信息是寻租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也

易成为贪腐秘书大肆攫取个人私利

的工具%有的秘书利用掌握的内部信

息#插手或直接操控一些重大工程项

目'有的秘书则暗地里开办与单位业

务对口的企业或者以优势信息为对

价!入股"相关公司企业%

官秘联手合作#结成腐败同盟%

某些官员还有!拐杖化生存"现象 #

离开了秘书这根!拐杖 "#往往寸步

难行% 官员与秘书之间的紧密人身

依附关系# 使得他们之间的利益趋

同化#一旦成为利益共同体后#官员

与秘书就会互相保护$互相隐瞒#甚

至互相推动#形成牢固的腐败同盟%

这种集体式的腐败给腐败案件的查

处增加了很大难度# 而这些案件一

旦被查处#很多就是大案$窝案%

秘书腐败的成因分析

公权力腐化是秘书腐败的本

质% 秘书腐败的本质是秘书通过分

享官员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的结

果%一方面#官员的权力过于集中 #

延伸到秘书那里的权力也就越大 #

这部分权力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下#极易失去控制%另一方面#所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官员的工作

作风$ 办事原则以及言行举止都会

通过日常密切的工作交往影响到身

边的秘书%如果官员自身不正#就容

易助长身边秘书的权欲贪念%

信息不对称是秘书腐败的诱

因% 目前我国多数机关的政务并未

实现透明化# 尤其是一些重大事项

的决策仍然存在!暗箱操作"现象 %

而秘书是为官员决策提供辅助的信

息员#在决策秘密化的情况下#外界

所能获取的信息与秘书掌握的信息

呈现不对称性%从信息时间而言#秘

书不仅能提早获得信息# 同时也能

控制信息向外传递的时间# 以增强

自身信息的时效价值% 从信息内容

而言#因为信息的价值因人而异#所

以一些贪利的秘书就会人为改变信

息流向以提高信息价值& 比如向特

定人泄露工程标底$商业秘密等%正

是由于优势信息能够转化为个人财

富# 从而诱使某些贪图私利的秘书

堕入腐败的深渊%

失范的选拔机制是秘书腐败的

助长剂%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

作人员管理的规定)的相关内容#官

员的秘书调配应由组织部门会同官

员所在部门的办公厅 *室+ 审查调

配'官员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

门审查同意% 但在实际中# 民主评

议$组织考察都成了!走过场"#选拔

任免秘书往往全凭官员个人决定 %

在这样的选拔机制下# 任人唯亲是

必然结果% 官员与秘书之间这种情

感上的投合性和利益上的一致性 #

使得某些贪腐秘书更加肆无忌惮 #

从而助长了腐败的蔓延%

缺位的监督机制为腐败滋生提

供温床% 由于秘书只是公务辅助人

员# 目前对秘书的监督主要来自于

官员的行政监控# 这种监督制度对

于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的秘书与官员

来说无疑是形同虚设% 而其他有关

监督部门忌于秘书与官员之间的特

殊关系#为了明哲保身#一般也不愿

监督$不敢监督%在这种情况下#秘

书职位成了监督的 !真空地带"#从

而为腐败滋生提供了现实的温床%

秘书腐败的防治体系构建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 #

对秘书腐败的预防和治理就成为了

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 遏制

秘书腐败是当前反腐工作的必然要

求# 笔者认为# 应当从规范官员权

力$健全信息管控机制$完善秘书选

任机制以及建立秘书监督机制四方

面发力# 构建一个切实有效的秘书

腐败防控体系%

规范官员的权力% 秘书腐败同

其他公权力腐败一样# 都是权力没

有得到有效约束的恶果# 唯一有所

区别的是#秘书并非核心权力本身#

而是接近核心权力% 要从源头上根

除秘书群体的腐败乱象# 最关键的

是要把核心权力 !关进笼子里"%对

此# 一方面要加快从管理型政府到

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进程# 下放部分

公权力%官员手中的权力减少了#秘

书所能分享的权力自然也会减少 %

另一方面# 官员要规范行使手中的

权力#放弃对!拐杖"的依赖#从而消

除!贪腐掮客"存在及发挥的空间%

健全信息管控机制% 要加快党

务$政务信息公开的步伐#进一步推

动阳光政务建设#消除现有机制下严

重的信息不对称# 使秘书无法利用

!信息优势"进行权力寻租%要完善决

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

明度和多主体参与度# 杜绝暗箱操

作# 从而减少秘书违规操作的可能

性% 要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畅

通信息反馈渠道#增强信息的双向互

动#以斩断秘书利用信息优势进行腐

败活动的途径#进而防止和遏制秘书

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完善秘书选任机制% 要严格依

照 (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

作的暂行规定)配置专职秘书#不准

违规配置专职秘书% 要统筹制定官

员秘书配备标准# 选任秘书要重点

考察其工作能力$行为作风#不能只

凭官员个人的喜恶% 要健全秘书选

任程序#在严格执行(关于加强县以

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

定)的基础上#探索诸如公开竞聘制

的新型选拔模式%最后#还要在规范

选拔任用的基础上# 进一步建立健

全秘书跨部门交流$轮换制度#从而

打破秘书与官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

系#防止两者形成利益联盟%

重建秘书监督机制% 要建立多

元化监督机制& 除了要加大上级对

下级的内部监督$ 纪检监察部门的

法律监督外# 要积极打造社会监督

的环境# 开放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

督的平台#畅通群众监督的渠道#如

设立举报热线$网站#开通专门的微

博$微信#使腐败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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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异化的培训玷污了学习
!

麒 台

最近引起热议的几则新闻都

跟培训有关* 先是审计报告通报

了一批部委+ 国企的培训中心的

违规行为 / 接着在
+

月
+

日 ! 中

央纪委官网公布举报邮箱 ! 欢迎

公众举报 '隐蔽在培训中心里的

享乐和奢靡&/ 再接下来! 媒体披

露北大设有
((,-

万元的天价后

./0!

培训班 ! 其中有一半学员

来自政界*

近年来!'培训&这个词正在慢

慢变质! 甚至异化成了别的东西*

一方面 ! 培训成为了一种福利 !

成为了利用公款休息度假 + 积攒

人脉的代名词* 有媒体调查发现!

在北京昌平+ 怀柔 + 密云 + 房山

等地的风景旅游区 ! 建有大量以

'培训中心 & 为名的宾馆 + 度假

村! 这些培训中心的主管单位包

括国家部委+ 市直机关单位及各

类大型国企等* 多数培训中心除

住宿+ 餐饮+ 会议场所 ! 几乎都

设有健身+ 洗浴+

123

等休闲娱

乐场所* 这样的设施 ! 不能不让

人怀疑建培训中心的真正目的 !

到底是为了培训 ! 还是为了休闲

度假*

另一方面!培训又成为了一些

单位的谋利渠道和奢侈腐败的藏

身所* 审计报告显示!

"%&*

年某部

所属的培训中心违规购买不保证

本金和收益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

万元 /

"%&&

年以来 ! 某部将

"%%'

年已撤销并清算的青岛培训

中心拆迁补偿款
(4&&,*"

万元在其

所属单位往来款科目挂账/某部所

属的培训中心以合作办学方式出

租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楼等

国有资产! 至
"%&&

年
(

月已收租

金
""-4

万元* 而由于大多数的培

训中心是内部运作!缺乏外部的监

督和管理!成为了包藏奢侈腐败行

为的理想场所*

显而易见!不管是福利还是利

益! 培训都偏离了本来的目的!更

不用说奢侈腐败了*培训的目的理

所当然就是学习*中国的执政党和

政府历来重视学习!十七届四中全

会就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

略任务!强调要把各级党组织建设

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十八大报告再

次强调要建立学习型的执政党*这

是因为!现代的执政党和政府再也

不能安于'守夜人&的角色!必须积

极主动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提

供及时到位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 *因此!学习越来越被党政机关

强调和重视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各种培训应运而生了*

培训的流行是学习得到重视

的结果和表现!而各种培训的异化

却不仅挤占了宝贵的学习资源!扭

曲了学习的意愿!影响了学习的效

果!而且还成为一些不正之风和腐

败行为的挡箭牌 * 对于培训的异

化!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否则!任其

发展!对于'培训&以及与之相关的

'学习& 这两个词的污名化的担心

就绝非杞人忧天*

因风声紧唱*空城计+

今年以来#江苏$广西$河南$湖南等多地出现新

建办公大楼闲置现象%

4

月#仅黑龙江一省#就有三

个地方被曝政府违规兴建办公大楼或新建办公大楼

闲置的情况%多地新建办公楼闲置#给出的一个共同

理由是,,,!风声紧"!据
+

月
")

日"京华时报#$%

&

陈怀瑜! 代表官员政绩或形象的政府办公

大楼# 往往会成为当政者热衷选择的建设项目%同

时#在此类屡屡投入过亿的政府大楼建设中#更有

可能存在贪腐等利益输送的空间%所以#每当查处

一个贪官时#往往就能揪出其与政府大型基建有关

的腐败来%!心中无鬼#何以遮掩"-对那些建了豪华

大楼却不敢!立牌坊"入住的政府及有关责任人#要

彻查一下#其背后是否存在!公共节操"问题%

&

张传发!!党政机关
)

年内不得新建楼堂馆

所"#中央文件下达之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该

跟踪检查#到底是谁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违规建设

楼堂馆所"的#到底是谁批准!违规建设楼堂馆所"

的#其间#有无!官商勾结"-有无!权钱交易"-因地

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归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空

城计"正在上演#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却不敢查#也

不愿向上级报告%有必要对现有的纪检$监察体制

加以改革 #变 !同级领导 "为 !垂直领导 "#也即变

!块块"为!条条"%

&

肖华! 对不敢搬进的政府大楼不能一直闲

置着#其实现在一直闲置着%很多官员还是存有侥

幸心理#希望有一天制度能有放松%我们希望有关

部门对这样建好的空着的大楼来一次摸底$清理#

同时该追究的要追究#该处置的要处置#不能让建

好的大楼空着就没事%

职责不能失守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

月
""

日河南有媒体报

道称# 郑州市索须河岸边近千棵杨树被污水 !毒

死"#

"*

日北青报记者电话采访了郑州市中原区

环保局# 环保局办公室冯女士告诉记者# 他们刚

从现场查看的结果是# 杨树并不是被污水污染致

死# 而是在水中长期浸泡的结果% 另外# 污水来

源也已经确定是天王寺村的生活污水# 而不是工

业污水%

&

杨兰!说到底#不管是生活污水还是工业污

水#都属于环保部门的管辖范畴与职责本分#不管

是!毒死"还是!淹死"#如今成片的杨树死亡#都绕

不开环保部门职责的失守% 有关部门切不可用诸

如!淹死"之类!指鹿为马"式的借口来搪塞市民和

转嫁自己的责任%否则#不仅会败坏政府形象#更

会滋生官民关系的不和谐%

莫用羽毛换虫子
!

郭树合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现实

生活中'总有人明知&前车之鉴('却

依然步其后尘'委实让人难以理喻%

+

月
""

日"检察日报)一连发布

了
(

条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 西藏

自治区盐业总公司总经理程润社 '

总经理助理* 规划财务部主任扎西

德吉贪污挪用*私分国有资产一案'

被移送司法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

检察院决定' 依法对广西柳州钢铁

!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梁

景理*正厅级+涉嫌受贿罪 *贪污罪

立案侦查+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

决定' 依法对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原

纪检组组长罗卫国*副厅级+涉嫌受

贿犯罪立案侦查,,

其实' 对于上述腐败官员来说'

警钟不是没敲过' 道理也不是不懂'

危害也不是不知'但为何仍按捺不住

自己的欲望- 记得有这样一则寓言%

一只百灵鸟' 为了轻松得到虫子'愿

意用羽毛换虫子'结果'最后没了羽

毛'它既不能交换到虫子'也不能自

己飞着去找虫'只能活活饿死%这则

寓言启示人们' 违背道义的举动'从

一开始就注定已经为自己翻船落马

奠定了根基*点燃了导火索'随着&恶

行(的积累'最终必将玩火自焚%

违纪的事情不去干' 违法的行

为不去做'有错就改'有过即纠 '方

能确保人生幸福安康%相反'怀着侥

幸心理' 明知是违法乱纪的勾当也

敢为'到头来落了个身败名裂&阶下

囚(的结局'于是乎'现身说法谈教

训'痛哭流涕讲后悔%这样的 &滑稽

小丑(' 只能让人感到可气与可笑%

党员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 防微杜

渐 '切莫 &用羽毛换虫子 ('一错再

错'让自己演变成又一个反面典型'

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限礼：关键还是限权
!

张玉胜

近日!四川省蒲江县出台0关于

规范全县党政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的通知1!规定婚丧喜庆事宜随礼

不得超过个人月工资*含津补贴+的

&%5

*通知要求操办者收到明显超过

此数额礼金的! 应在事后
)

日内报

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 *据
+

月
"4

日(人民日报)+*

尽管人们对 '随礼不得超过个

人月工资
&#5

&的封顶设限!不无监

管难+操作难+处罚难等技术层面的

质疑!但就其决策善意+导向作用及

社会效应等方面而言! 无疑具有积

极和创新的正能量意义* 在 '份子

钱&几成社会潜规则的语境下!硬杠

杠的'随礼设限&规定!值得点赞*

在遏制 '舌尖浪费 &和 '车辆腐

败&已为社会共识并渐成大势所趋

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为党政干部的

婚丧操办事宜制定细则 ! 设置上

限! 凸显大兴节约之风+ 遏制大操

大办的整肃决心! 不啻于再筑一条

狠刹随礼敛财的制度防线! 尽管尚

显 '粗糙&! 但对转变公职人员作

风+ 规范礼尚往来习俗的作用显而

易见* 循着'设限&思路!总结实践

经验!汲取民众智慧!一套渐趋科学

性+精细化+可操作的治'礼&机制就

有望形成*

诚然!在薪酬自己知+红包全封

闭+礼单不透明的情况下!礼金是否

逾越了 '不超过月工资
&#5

& 的上

限!的确不便发现和难以监管*但这

种已成制度规定的随礼标准! 至少

可以让每一个当事人心知肚明 !并

成为礼金缩水的由头*事实上!作为

礼尚往来的社会交际方式! 彻底杜

绝随礼并不现实!让其归于'情缘 &

本真更需时日*而被异化为'敛财 &

和'负担&的关键!在于其渐行渐涨

的价码*在'红色炸弹&满天飞的潜

规则面前!仅靠某个有志者'出淤泥

而不染&地说不!显然力不从心*

不可否认! 遏制官员敛财的关

键在于矫正观念和为权力 '设限&!

随礼设限尝试仍然是治标不治本 *

但近年来我国反腐败斗争经验表

明!'治标&和'治本&应该是相辅相

成+不可偏废的!有效性和多层面的

'治标&!势必会促进和积累'治本 &

功效*由此解读!'随礼设限&需要社

会的理解+点赞和完善!而务实践行

更需配套措施的跟进*

各地出现新办公大楼闲置现象

!

吴高庆 董 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