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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暗流(是一部反腐题材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

(

省滨洲市检察院以检察长王海川)反贪局长罗永健为

核心的检察干警与犯罪分子李荣武)栾成杰以及*老领

导+等人斗智斗勇的故事,故事取材于真实案例$作者系

检察一线指挥员-作品不仅具有贴近现实)客观真实的

特点$还有着对复杂人性的细致刻画$对新形势下检察

工作的深入思考%

!

王红一

探法于微

何为信用惩戒

近年来 !"信用惩戒 #"失信

惩戒$%信用约束$是高频率使用

的"热词$!伴随诚信建设制度化

逐步展开! 遍布各个监管领域!

但涵义模糊尚缺乏界定& 近日!

国家发改委召开媒体通气会!与

国家工商总局联合解读'失信企

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

忘录(!以下简称 "备忘录#$!阐

释了信用惩戒新的意义&

信用惩戒的含义如何!取决

于%信用$和 %惩戒 $二者范围大

小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 !所有

的经济 )法律 )行政手段都与信

用惩戒有关 !原因很简单 !市场

经济是信用经济 ! 更是法治经

济 !市场主体行为脱离不开 "有

形之手$和 "无形之手 $的约束 &

法律上的信用惩戒!大体是按性

质与程度界分处理!以体现公平

正义&譬如!针对不诚实的行为!

轻微者有合同法上的虚假陈述!

稍重的有侵权法上的诈欺!更重

的是刑法上的诈骗!判断处理均

有一定之规 &'备忘录 (所言 "信

用惩戒$!侧重有所不同&

'备忘录(中!信用惩戒的对

象!是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并在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予以公示

的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

人$! 以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对企业严重违法行为负有责

任的企业法人和自然人股东)其

他相关人员 &此外 !还包括其他

签署部门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

中记录的!依据法律法规应予以

限制或实施市场禁入措施的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和个人& 可见!

此处的"信用$!是监管意义上的

信用!体现为经监管部门发现并

形成的"不良记录$&

信用惩戒的主体和手段 !

是
!"

个政府职能部门对工商领

域失信当事人共同实施联合惩

戒 & 工商部门根据其他行业主

管部门提供的本领域内失信当

事人信息 ! 采取市场准入和任

职资格限制 ! 责令当事人限期

办理变更 ) 注销登记或吊销营

业执照等惩戒措施 * 工商部门

以外的其他签署部门根据工商

部门提供的失信信息 ! 依法在

本领域内对其经营活动采取的

联合惩戒措施 & 借助全国统一

的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公示 ! 惩

戒信息实际形成了一种负面信

用评价!其持续性和影响面与传

统监管不可同日而语&

信用惩戒的后果!首先是政

府各相关部门的处罚和限制!将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相应记载

公示!同时也导致企业可能失去

市场商业机会&

简而言之 ! 信用惩戒是各

政府监管部门共享企业异常或

违法信息 ! 各自运用职权对不

良企业予以处理 ) 限制或者禁

入 & 结合商事登记改革后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的改革目标 ! 信

用惩戒可以看作是 %互联网
#

$

监管转型的成果 ! 直接回应单

一部门监管不力和企业失信成

本过低的现实问题 ! 通过 %一

处违法 ! 处处受限 $ 震慑企业

失信 & 据国家工商总局企业监

管局局长马夫介绍! 截至
$%

月

!&

日! 全国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的市场主体共计
!'()!*

万户!

其他部门在各领域累计给予限

制
(+)*,

万户次! 累计限制自然

人
-./-'

万人次! 信用惩戒效果

已开始显现&

信用惩戒涉及部门之多)内

容之广!在市场监管的历史上前

所未有&如果信用惩戒是一个联

合执法和共同治理的框架!相应

的法律制度仍然是其基本支撑&

如何精确信用信息!细分失信行

为的性质和程度!把握联合惩戒

的尺度 !避免矫枉过正 !还有待

制度完善&

)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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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宾

法盲是如何炼成的

在日常生活中!文盲是指那

些不能读书写字的人!喻指没有

文化的人!而法盲自然就是那些

缺乏法律知识和没有法律意识

的人&

在法治话语与法治实践日

益占据主流的当下社会!%法盲$

代替 %文盲$ 成为评价一个人

的流行词汇& 但是在法治理想

图景与法治现实实践之间存在

差距或冲突的时候!%法盲$ 的

含义也在发生变化 & 生活中 !

我们发现各种各样的自称 %法

盲 $ 的人登上舆论舞台 ! 将

%法盲$ 视为展现自己独特性的

标签! 来对当前的法治理论及

其实践表达不满!甚至是反对法

治& 因此!仅仅是不懂法律就认

为自己是法盲!那说明你已经落

后了& 法盲不是想当就能当!想

成为法盲需要身经百战!也需要

符合基本的条件&

要想成为法盲 ! 需要混淆

法治理想与法治现实之间的界

限! 并用现实来否定理想 & 依

法治国写进宪法! 中央全会上

通过专门的决议来勾画和推进

法治! 但现实中还是有违反法

治的事例频频发生! 还是有冤

假错案不断出现! 于是就认为

法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根本

不是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 ! 所

以宣传法治都是骗人的 & 这就

如同我们知道烧饼是充饥的最

好食物! 但是做饼的过程中因

为技术等条件限制! 导致做出

的饼不是很好吃! 那么因此就

直接否定了烧饼的价值 ! 甘愿

继续去吃以前的泔水& 如果这

么想! 说明你开启了成为法盲

的第一步&

要想成为法盲!需要学会用

局部性的实践否定整体性的法

治&法治强调程序正义!但是你

看看辛普森案!还不是让坏人利

用程序逃脱了惩罚*法治强调法

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是你看看

那些法官渎职的案件!还不是他

们在操纵着法律*法治强调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你看看都是

富人在受到保护!这种法治是多

么的虚伪&所以法治不是人类的

文明价值!只是被强势者使用的

工具!我们要抵制法治&如果这

么想!恭喜你在法盲的道路上越

走越顺畅&

要想成为法盲!需要善于利

用道德判断来否定法律推理&占

领道德制高点能让我们显得很

高尚! 而法律是那么世俗的技

术! 是那么强调权衡的技艺&看

到被拐妇女儿童的悲惨境遇!我

们要义正词严地要求必须将拐

卖儿童的人全部枪毙才能抚慰

受害人的心灵*看到黑心商贩制

造假冒伪劣产品!坑害公民的生

命健康!我们要求法律将这些人

全部凌迟处死!以儆效尤*甚至

是看到贫富之间的日益分化!我

们主张法律可以强制慈善或者

剥夺富人的财产来救济穷人&永

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要求法律!

让法律的推理和运行服从于道

德是法盲炼成之路上的集大成

者的表现&

要想成为法盲!必须学会用

丰富的情感代替法律的严谨逻

辑&冷冰冰的法条永远会让我们

觉得不近人情!讲逻辑的法律总

是让我们发现有人会成为法治

下的倒霉蛋&法律试图给我们划

定一个行动的框架!给我们树立

一个衡量行为的标尺!但是人类

是情感丰富的高级动物!面对借

钱没有欠条而输了官司的当事

人!我们会觉得法律怎么如此冷

酷&我们才不会管法律不能因人

而异! 必须要确立一般性的规

则! 我们只要觉得法律不公平!

这就够了&

其实通向法盲的道路有很

多条! 这种总结难免挂一漏万!

但是我相信只要你努力按照这

些方面去做!成为一名合格的新

时代法盲!将会为期不远&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

小议法律“通货膨胀”

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法律是

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不是!那么

实现善治究竟需要多少法律为

宜呢+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将法律比作经济社

会中的纸币!通过分析纸币发行

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可以找到

法律与社会治理之间类似的关

联性原理&

如果从货币的角度看待法

律!法律的%购买力$就体现为法

律文本背后所涵摄的正义供给

量&就社会而言!公众对正义有

一个需求总量!国家则主要负责

正义的实际供给!在这个寻求与

供给之间!法律起到一种类似于

纸币一样的中介作用&而善治的

目标是趋于平衡!一旦法律过于

紧缩!则难以满足公众的正义需

求量*倘若法律过多!也可能表

现出法律的%通货膨胀$!规则很

多但是其兑现正义的 %购买力$

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治理一

度出现法律紧缩现象!在废除了

国民党%六法全书$之后!维系国

家和社会的只有区区几部法律&

这种法律供给的严重不足!让正

义的分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指

令!人们不得不从%两报一刊$的

社论中解读国家治理的风向&改

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急速立法

时代!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就构

建起一个规模宏大的法律体系!

解决了法律紧缺的问题&但与此

同时!在一些领域尤其是社会治

理的微观层面!也凸显出另一种

%通货膨胀$的趋势!以为法律规

则越多越好!陷入%唯立法论$!

特别是在没有解决好现行法实

施问题情况下!期求于通过新的

立法来实现秩序目标!以致规则

不断出台!但其正义购买力却没

有提高&

我们吃过法律紧缩的苦头!

但对法律通货膨胀则认知不足&

经济学界一般将通货膨胀解释

为,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

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

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

全面而持续的上涨&法律就是正

义的信用货币! 如果法律过多!

超出社会治理的需求!也必然出

现与货币一样的贬值现象!冲击

的乃是法律本身的公信力!同时

带来社会治理成本的上升&事实

上!一些地方和部门所炮制出的

%观赏性立法$%花瓶式立法$%重

复性立法$%抄袭式立法$! 无异

于一种滥发%纸币$的行为!丝毫

无助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当然!国家法律体系刚刚形

成不久!我们依然还有更重的立

法任务!一些关键领域还有许多

法律亟待出台&社会发展已经给

法律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正像德

国社会理论家卢曼所言,%日益

复杂的社会对法律的步步紧逼

将继续维持下去!因为法律的有

效回应还没有展开&$与此同时!

立法在自身可操作性以及民众

防范执法腐败的诉求下!变得越

来越强调对具体问题的细致规

范而非抽象性规范!这也使得法

律规则的%肉身$太过累赘)不堪

重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应

国家转型和改革实践需求!一方

面需要增强立法的敏锐性)实用

性)效益性!另一方面也要适度

控制一些部门的立法冲动&

防止法律通货膨胀!并不是

说在应当立法的领域不予立法!

而是压缩那些不可行性立法项

目!遏制那些花瓶式)摆设式)政

绩式的立法冲动!同时对于社会

治理中流通的法律文件进行及

时修改和废止&如果已经过时的

法律文件得不到有效及时的修

改和废止!而是继续在社会治理

中流通! 也会影响到通货膨胀&

在法律流通环节不畅!出现过多

的政策文件周转环节!甚至这种

合法的官方货币还需要不断地

兑换成地方性政策文件!那么随

着中间环节增多或阻滞!也必然

出现法律价值打折的情形&

因此!法律可视作由国家发

行并强制流通的正义价值符号!

国家所能供给的正义总量是有

限的!如果法律的%发行量$超过

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数量!多余

的部分继续在流通中分享对正

义的承载!那么就会造成通货膨

胀&如同经济学上出现%太多的货

币追逐太少的货物$!社会治理领

域就可能出现%太多的法律文件

追逐太少的正义$!进而引起正义

运送价格的普遍上升&而让法律

在社会治理中坚挺!说到底就是

要通过立法实效性和执行力维

持法律兑现正义的%购买力$&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

左岸琴声

!

傅达林

科学问责，才能实现从严治官

强化责任意识!对失职渎职

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是从严治

党)从严治官)从严治权的重要

内容!意义重大&在
(&&+

年颁布

的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

定(中!规定了七种失职)滥用权

力行为须进行问责!即决策严重

失误)工作失职)管理监督不力)

滥用职权)处置失当)用人失察

失误以及其他失职行为等&

对具有管理职责的领导干

部进行问责!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源于何处+简单的回答就是源于

该领导干部有法定的管理职责&

在此岗位上应当履行什么职责!

是已有规定要求的!如果该岗位

的领导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

履行其法定职责! 即构成失职&

对于失职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也就顺理

成章了&

法定的管理职责为什么一

定归属于被问责的这个领导而

不是其他人呢+ 问责的实践)制

度和理论提供了一个正当性前

提!这就是属地责任&因此!在安

全生产领域) 食品安全领域)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 信访工作领

域) 群体性事件处置等方面!都

逐渐出现属地责任的规定和按

属地责任进行问责的做法&

(&&(

年的安全生产法规定!县级以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

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对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实

施监督管理&这个规定在属地责

任方面已%初露锋芒$&

(&'.

年

国家信访局的'关于进一步规范

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

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 中!

也进一步确立了属地责任&新近

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中!属地责任

更%表露无遗$!即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统一领

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以及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建立健

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督管理工作

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属地责任是什么责任 + 我

认为主要有三特点& 第一 ! 属

地责任是管理或者监管责任 &

包含部门的监管责任和政府的

领导监管责任& 第二! 属地责

任中所属之地是指地方机构 !

而不包括中央机构& 第三 ! 属

地责任体现的是下级对上级负

责体制& 但责任追究的合理性

正当性! 不能仅仅用属地责任

来说明! 属地责任有其适用范

围和特点! 不能涵盖法定职责

的全部& 也就是说! 属地责任

也有其局限性& 例如! 就各式

各样的垂直管理体制而言 ! 有

省以下垂直管理的! 有市以下

垂直管理的! 有些区级管理部

门是市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 !

不属于区政府的职能部门 ! 区

政府对这些市的派出机构的监

管工作! 只能监督协调! 没有

领导权& 按照属地责任对区政

府进行问责显然是不合理的 &

另外! 中央机构虽然在大多数

情形下都不直接实施监管 ! 但

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监管或领导

监管之责& 例如 ! 中央机构的

重大决策如果严重失误 ! 就应

当进行问责& 对全国范围内组

织的重大活动集中整治! 中央

机构也负有督促监督之责 ! 不

能仅仅发一份文件通知了事&

我认为!发文件通知的有发

文件通知的职责!执行文件通知

的有执行文件通知的职责&打仗

的人有打仗的人的职责!指挥打

仗的人也有指挥打仗的人的职

责&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无论

是地方机构还是中央机构都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才合理正

当&而各司其职和各负其责的体

现就是岗位职责&问责需要精细

化)精准化!不能大而化之模糊

化!更不能把权力留在上级把责

任统统推给下属& 岗位责任!不

是属地责任之下的二级责任!而

是与属地责任并列的责任种类&

按照既定的法定职责!属于哪一

级岗位的职责!就应当问责这一

级岗位的领导!属于哪一个岗位

的职责!就应当问责这一个岗位

的领导&科学问责!正确导向!才

能实现从严治官&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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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的时候!张运畅再三叮

嘱李荣武"#李市长!有新的情况

及时给我电话$%

送走了张运畅! 李荣武的

心里五味翻腾! 他仔细地回味

张运畅提出的问题! 一方面对

方明显怀疑栾成杰杀死了乔南

山!甚至还有可能是受到自己的

指使&而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栾成

杰受到别人影响的可能'他的内

心十分烦乱!仔细地梳理着栾成

杰的社会交往以及这些年的所

作所为! 心中逐渐有了一些轮

廓!不觉更加担忧起来'

李荣武走出家门 ! 在大街

上他拦下一辆出租车 "#师傅 !

麻烦你送我去太白岩'(

站在太白岩上! 李荣武心

潮澎湃' 曾几何时! 那些主任)

局长和专家们围绕在自己的身

旁! 在这里指点江山) 规划蓝

图 ' 就在他们的指指点点中 !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 一座座

桥梁横跨南北! 造型各异的体

育场) 博物馆和不同风格的公

园) 广场以其独特的韵致装点

着这座城市' 眼前熟悉的一切!

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变迁! 也融

入了自己许多的汗水和骄傲 '

此刻! 李荣武忘记了自己眼前

的处境! 双手叉腰! 回味着曾

经的艰辛和荣耀! 怀想着更加

秀丽的景象! 也尽情地吐纳着

山高人为峰的豪气' 他忘记了

时间! 甚至! 都没发觉身后已

经站了许久的她'

#你来很久了吧*( 当李荣

武听到身后轻柔熟悉的声音 !

回头张望的时候! 他的目光碰

触到了那双让他时刻都会心跳

加速的眼睛' 是的! 这双熟悉

的眼睛! 分享过他无数的喜悦

和骄傲! 也抚慰过他的心酸和

迷惘' 此刻! 那双眼睛里! 除

了温情! 隐隐之中! 还有一丝

没有完全消散的忧虑和痛惜'

+是的!我想你了,(李荣武

回转身!默默地望着她'

+我也想你,(

两双手臂交叉着紧紧地拥

在了一起'

许久!她松开手臂!仰头望

着李荣武"+乔南山真是栾成杰

杀的吗*(

+恐怕是的'(李荣武轻声回

答!对于她!他从来就无所隐瞒'

+那为什么呢* 案子不都宣

判了吗*(

+是啊!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

白'( 李荣武疑惑地摇摇头"+事

情恐怕比想象的要复杂许多,(

今天不是周末!太白岩上几

乎没有什么人!他们找到一块光

滑的石头! 李荣武掏出手绢垫

上!抚着她的肩膀坐下!她顺势

斜靠在了他的胸前'

搂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李荣

武情不自禁!反复摩挲着她脂玉

一样的脸颊'喃喃自语般地倾诉

说着自己心中的忧虑!以及各种

可能出现的情况! 她微闭着双

眼!静静地听着!偶尔发出一声

轻叹'

时光过得很快!一段沉默之

后!她忽然感受到有两滴热热的

液体滑落在了自己的脸上!她抬

起头! 那双浓眉下的大眼眶里!

竟然贮满了晶莹的泪水'

+怎么了*荣武,(

+没什么'(李荣武扭过头用

手擦拭了下自己的眼睛!然后怜

爱地望着她"+如果!我们有天不

得不分开!你会一直想我吗*(

+不!我们不会分开的,(

那双美丽的丹凤眼也已变

得湿润!眼泪再次溢满了李荣武

的眼眶! 只是他尽量地忍着!不

再让它轻易地滴落下来'

二十

罗永健派到北京的小组传

来消息 " 在乔南山女儿乔晓

妮那里找到了一个他半年前存

放的光盘' 由于光盘设定的密

码比较复杂! 暂时还没能打开

进入'

北京小组报告 ! 乔晓妮所

在学校还反映一个情况! 几天

前乔晓妮的寝室还被窃贼光顾

过! 因为没有丢失什么贵重物

品 ! 所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

而这张光盘也是因为和乔晓妮

喜欢的歌碟放在她读研的实验

室里! 所以才没有遭到破坏'

是什么人动作这样快 * 罗

永健想 ! 同时他又暗自庆幸 "

幸好光碟没丢, 他指示在北京

的干警详细询问乔晓妮相关情

况后迅速返回'

李荣武的老家距离栾成英

父母所在的镇上不过几里地的

路程! 家中除了年迈的母亲!还

有一个有些痴呆的妹妹'

这些年!李荣武虽然也陆陆

续续修葺过几次!但因为投资不

大!所以!很难看出这是一个副

市长的老家'

以前!由于工作忙!李荣武

大抵是半年回家探望一次母亲

和妹妹!平时的生活照应!就托

付给了同样寡居的小婶'小婶有

个儿子!在李荣武的关照下承包

了镇上的一个水库!日子也还算

过得去'

李荣武出事后 ! 他母亲伤

心得差点上吊! 后来听说儿子

出来了! 总算松了口气! 但一

直没见着儿子! 心中依然是七

上八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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