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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时 评

热 点 观 察

议 论 风 生 看 图 说 事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近日梳
理 ２０１５ 年正风反腐十件大事，
“强化责任追究， 推动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榜上有名。 数据显示，
去年前三季度，５３０ 余个单位的党委 （党
组）、纪委（纪检组）和 ８０００ 余名党员领导
干部，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被追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部署要求
下，管党治党取得突出成效，一大批“老

虎”被打、“苍蝇”被拍，党风政风为之一
变。 但一些地方、一些领域腐败问题仍然
时有发生。 剖析原因，与当地相关部门管
党治党不严、“两个责任”落实不力有一定
关系。 在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新形势下，抓
牢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的“牛鼻子”，用强
力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到位，是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不断深入的“杀手锏”。

落实“两个责任”，容不得“老好人”心

态。如果领导干部对管好干部、监督执纪心
存顾虑、畏首畏尾，热衷当“老好人”，对腐
败行为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不仅会迟
滞党风廉政建设的步伐，还会对腐败形成
默许和纵容，不仅无法巩固来之不易的廉
政建设成果，还会恶化当地的政治生态。

没有责任追究， 再好的制度也会成
为“稻草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好
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对问题抓

早抓小，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就会逐步
失去生存土壤。要通过强有力的问责，使
领导干部认识到，不抓党风廉政建设，不
落实好监督责任，就是严重的失职失责。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期望
各地党委负责人、 纪检部门切实负起责
任，把责任扛在肩上，把纪律挺在前头，
以扎实的行动， 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
新进展。 （新华社）

为保证旅客途中餐饮需求， 中国
铁路总公司规定，列车上需保证 15 元
盒饭和 2 元预包装饮用水不断供。 但
在不少动车、 高铁上， 只要乘客不问
及，餐服员往往不会主动介绍。 相反，
30 元以上的盒饭、6 元以上的矿泉水，
是他们经常推荐的“明星产品”。

这正是：高铁服务真姓高 ，平价
食品躲猫猫。 但愿乘客不相问，多点
提成落腰包。 （人民）

1 月 9 日，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发布化妆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结
果通告，在抽检的 118 家化妆品生产企
业中发现 35 家未履行质量安全责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微商知名
品牌俏十岁和思埠集团子品牌黛莱美
均上榜。

尽管传统电商也时不时传出售假
风波，但无论京东、淘宝还是唯品会，好
歹还有一个平台。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
庙”，但微商活动中不仅没有注册程序，
也没有第三方交易平台，商品质量和售
后几乎全凭卖家“自觉”，消费者所能拥
有的唯一手段似乎就是“拉黑”。 可“拉
黑” 也往往是上当受骗之后的无奈之
举，在此之前利益甚至健康受损很可能

已是既成事实。
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一方面，在

路边随便摆个摊都有可能因为 “无照
经营”而被城管查封，那么网络同样不
是法外之地， 凭什么可以自由自在地
无照经营？ 对于微商， 尤其是经营食
品、化妆品等与健康相关产品的，登记
注册程序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像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那样 ，监
督检查各类网售化妆品， 并发布检查
信息也是必要环节。有了登记注册、抽
检、接受举报等环节，监管部门将不法
经营者 “拉黑 ”，从而避免消费者上当
受骗也就成为可能。

2015 年 5 月，商务部曾公布《无店
铺零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稿》，当时就有微商担心增加创业成本。
应该说这样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所
以在管理环节，除了严格也要侧重减负
二字， 比如说登记注册可以减免手续
费，比如说对于初创阶段的微商，加强
管理不能以征税、收费为目的。

无论实体店还是淘宝店家、 微商、
电子商务平台 ，只有诚实 、守法 、守信
的品牌打响了 ，“朋友圈 ”才能越来越
红火 ；只有放弃一些短期利益 ，放弃
投机取巧的心思 ，未来的路才能越走
越宽 。 所以从自律的角度讲 ，微商们
面对信任危机也应该有所作为 ，比如
说也成立一个商会、协会，制定出诚实
守信的行规，把那些害了一锅汤的老鼠
屎提前“拉黑”。 （法晚）

民意调查何来
“标准答案”
近日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在辖区

内进行了一次 “社会公众安全感 ”民
意调查 ，却有民众反映 ，这份调查有
包办民意的嫌疑 。 拿出调查问卷 ，南
宁江南区金湾花城小区的姚女士 ，就
念起了里面的问题和提供的 “标准答
案 ”———“请问你家附近出现治安问
题 ，能否及时解决 ？ 答案 ：能及时解
决。 ”江南区综治办主任莫有健坦言，
这份附有标准答案的“民意调查 ”，出
自他们之手。

上级部门问卷调查 “社会公众安
全感”的目的，本是了解基层安全建设
真实情况，听取民众真实的安全感受，
为科学决策、政府效能评价提供依据。
而江南区相关部门发给居民的调查问
卷上，每个选择题后面都附有“标准答
案”。 社区工作人员发放问卷时还特别
叮嘱居民，要按提示的“标准答案 ”填
写。 民意如此被满意，着实荒唐。

民意调查本来就该实事求是 ，有
人说“好话”，也有人说“坏话”，这才正
常。 如果地方政府的工作做好了，何须
担心民众说“坏话”？ 调查组成员不是
白痴，也不是那么好糊弄，十个指头还
有长短，民众对安全问题岂能一律“满
意”？ 哪来如此高度一致的“民意”？

显然 ，公众对所谓的 “标准答案 ”
意见很大。 但是，现实中还有多少地方
津津乐道于此呢？ 因此，面对“被满意”
的现实，仅有曝光批评远远不够，创新
政绩评价体系、 加强对弄虚作假者的
问责，很有必要。

（新京）

以强力问责倒逼责任落地

平价食品
躲猫猫

违规商家应由监管“拉黑”

河南永城的小新 ， 在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感染了艾滋病毒。去年三月，他
和女友在结婚登记当天去医院婚检 ，
当时女友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 ，但
女友选择了隐瞒， 而医生对小新的说
法是“一切正常”。婚后，小新感染了艾
滋病毒。面对悲剧，他将医院和疾控中
心告上法庭。

性行为是艾滋病的重要途径之一。
隐私权、生命健康权、知情权均属公民
权利， 艾滋病患者的隐私应得到尊重，
但与其性关系密切者也有权获知病情。
从本新闻来看， 小叶早就知道自身病
情，却未告知丈夫，从情理上让人难以
接受。 婚检医院未向小新告知病情，则
未能及时避免艾滋的扩散，是对保障公

共卫生健康的失职。
虽然《艾滋病防治条例》中规定，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履
行“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
其有性关系者”的义务，但显然，此条例
的执行力度还不够。 而违规产生的后
果，将给他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我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应保
护患者的隐私；而《母婴保健法》规定：
经婚前医学检查， 对患指定传染病的，
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 此处，
出现了规则的矛盾，但笔者认为，在生
命健康面前， 对于与患者有密切接触
者，应明确界定隐私权必须让位于生命
健康权。

（法晚）

隐私权不能损害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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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采购药品器械狂收回
扣， 医院建楼更要大捞一把……
刘学武担任安徽省阜南县人民医
院院长 10 年，敛财 2291 万余元，
扣除非法受贿财物 1183 万余元
等，还有 1062 万余元不能说明其
来源。 2015 年 12 月，安徽省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 维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刘学武无
期徒刑的一审判决。

刘学武长期贪腐， 导致阜南
县人民医院“塌方式”腐败，有 10
名干部和医生被查处。

购买医疗器械收钱
在购买医疗器材过程中以权换钱，

是大多数落马医院院长的贪腐手段。 医
疗器械企业要想中标， 必须用钱开路。
中标后要想取得高额利润，还需医院优
先、长期使用其医用耗材，因此常常行
贿医院主要负责人。 刘学武深谙此道。

2009 年，合肥一家电子科技公司经
理曹某得知阜南县人民医院准备购买
一台医用 X 线摄影系统 (俗称 DR)，就
跑到刘学武的办公室，向他介绍了其经
销的飞利浦 DR， 许诺给予最优惠的价
格，事成之后必会重谢。

在接下来的招标过程中，刘学武安
排医院制作的招标文件偏向于飞利浦
DR 的技术参数 ， 曹某经销的飞利浦
DR 顺利中标，中标价为 158 万元。双方
签了合同，不久便装机使用。

2010 年年初 ，在飞利浦 DR 安装
完毕后的一天，曹某把装有 20 万元现
金的黑色塑料袋塞进刘学武的汽车后
备箱里。 刘学武什么也没说， 就开车
走了。

同年， 阜南县人民医院准备购买
一台彩超机(超声诊断扫描仪)，曹某得
知后找到刘学武。曹某顺利中标。为了
做得天衣无缝， 阜南县人民医院通过
合肥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办理进口手
续， 购买了曹某公司销售的 2 台彩超
机，总价格 298 万元。

之后有一天 ，曹某把在家里准备
好的 30 万元现金迅速放进刘学武的
车里 。

几年下来，刘学武一共收受曹某 65
万元。

其他几个医疗器械经销商也和曹
某一样，用钱开路。

狂收药商巨额回扣
在法院认定的刘学武 21 起受贿事

实中，其中 15 起是收受药商的贿赂，少
则 7000 元，多则高达 723.98 万元。

供药商张子文系刘学武同学 ，从
2007 年 12 月至 2011 年年底，他向阜南
县人民医院销售药品。 在刘学武的直接
安排下，阜南县人民医院大量使用张子
文销售的药品。 刘学武先后收受张子文
373.89 万元。

2012 年 1 月 1 日， 张子文因病去
世。 他安排妻子给刘学武转账 113 万余
元，希望她继承这条财路，今后继续经
营药品。

经刘学武调和 ， 张子文遗留的药
品生意挂靠在阜阳神怡药业有限公司
等公司名下 ，由张某 、刘某共同经营 ，
继续向阜南县人民医院销售药品 ，并
约定刘某可将收益留下一份， 剩下的
两份交给刘学武， 通过刘学武再转交
给张某一份。

按照医院规定，每年都需要把药品
供应商的身份证复印件提交给医院备
案。 刘某就借用了三个亲戚的身份证复
印件，交到阜南县人民医院，以他们的
名义向医院销售药品。 从 2012 年 6 月
至 2014 年案发，短短两年时间，刘某从
其经手的药品生意收益中留下一份归
自己所有，将剩余的 675 万元交给刘学
武，再由张某从刘学武手中取走 325 万
元，剩下的 350 万元归刘学武所有。

供药商郭某是刘学武在安徽中医
学院时的同学。 2012 年，郭某到一家医
药公司销售药品后， 销量陡然增加，主
要是得到了刘学武的关照。

2012 年 11 月底， 刘学武专门叮嘱
郭某，用郭的身份证办一张建行卡交给
他。 郭某办好卡后，在跟刘学武一起吃
饭的时候， 将这张建行卡交给了他，并
把原始密码告诉了他。 刘学武还交给郭
某一个电话号码，让郭某把预留在银行
的号码变更过来。

从 2012 年到 2014 年，郭某陆续向
这张建行卡里转了 180 万元，送给刘学
武。 (法院)

一些基层干部连危房、厕所改造等补贴甚至低保扶贫款也占为己有

“扶贫助困”竟成“劫贫济私”
他们不是“老虎”，甚至“蚊

蝇”也算不上，危害却着实不小；
他们单次贪腐“胃口”不一定大，
但涉及经济生活方方面面，伤害
群众感情。 随着反四风、反腐走
向纵深，一批“菌群之流”被曝光
在监督聚光灯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份以来，中纪委
监察部网站 6 次月度通报曝光
８６０ 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
败问题，涉及资金超 １２．４ 亿元。
专家认为，党风党纪关系人心向
背，唯有灭除“菌集死角”才能让
政策红利惠及民众不打“折扣”。

透视落马医院院长“生意经”

购医疗器械以权换钱

“小碎杂”民生钱全不放过
近年来国家拨付基层的资金品种

多、数额大，涉及农业、扶贫、水利、土地
治理的项目资金下拨后， 有干部就瞅着
机会“各显神通”，“民生工程”变成“唐僧
肉”。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数据显
示，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１０ 月，全国检察机关
供查办惠农扶贫领域贪污贿赂犯罪
８８５９ 人，惠农、扶贫项目登记申报、补贴
发放等环节易发、多发贪污贿赂犯罪。

一些基层干部占“公家钱”不说，连
危房、厕所改造等补贴，甚至低保、扶贫
款也占为己有。 通报中，河南、贵州、海
南、云南、新疆等省区都出现套取强占孤
儿、老人、残疾人其低保金、新农保参保
金的案件。 记者梳理发现，半年里，涉及
的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和津补贴问题多
达 ３３７ 起， 应拨付到群众个人的资金和
津补贴被“动手脚”的多达 ２９１ 起。

各项补贴资金遭“贪手”外，基层群
众更常被“拔毛”。 四川有一村党支部书
记在全村更换智能电表时向村民按每块
电表 １０ 元、收取共 ２４８０ 元“带路费”。四
川通报一村小组长将村里 ３ 吨水泥搬回
家去；甘肃一村委会文书在化肥发放中，
扛回家 ８ 袋化肥。

“民生钱” 揣在自己兜里不算完，江
西、甘肃、广西、重庆有的干部还违规用
钱给家人办理低保、保险，广西则有村干
部将百万元村集体资金拿来 “补贴家
用”。 此外，党员干部贪污挪用相关款项
用来“炒股”“理财”的甚至也并非个例，
涉及金额从十几万元到上亿元都有。

而据记者走访发现， 这些发生在基
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贪腐、 四风问题实
则并不容易被“揪出来，曝光的也许只是
冰山一角。

专家表示， 基层案件涉及金额和问
题呈现出 “小 、碎 、杂 ”的特点有其特殊
性。一是透明度低，不少群众对国家专项
资金拨付方式并不了解，全凭村干部“一
张口”“一支笔”，村民易吃“暗亏”；二是
“四风”异化为“风俗”，村民认为领到了
钱，送一两只鸡、摆桌席感谢是 “理所应
当”，而一些干部也就在“半推半就”间感
染 “四风”；三是基层组织管理松散，干
部容易倚强凌弱， “吃拿卡要”几率高。

活多钱少到处“揩油”
一头连着上级、一头面对百姓，镇村

站所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 “末梢神经”，
是离群众最近的“政府”，也是各项工作

集中落实的地方。 然而，部分干部表示，
如今基层行政事务大幅增多， 要操心得
多了、干得多，挣得却不多。

记者走访时发现， 一般村组织仅有
村干部四、 五人， 每月工资收入 ８００ 到
９００ 块钱， 村集体经济稍好些的村仅有
１０００ 元左右补贴，基层站所 、乡镇工资
也普遍较低。“当干部有时候家里都照顾
不及，有钱的不愿意揽这活，条件差些的
上任之后，肯定想福利和待遇能提高。”
有村干部说。腐败案件不分大小，一分钱
也是贪。 为村集体干得多、挣得却少，在
位时吃点、拿点，一些干部“揩油”却变得
“理所当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
惠农、扶贫领域贪污受贿案件中，侵吞、
私分集体资产或套取国家资金的情况多
发，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
计、 出纳等两委成员和小组长等干部是
主要犯罪群体。

记者在湖南郴州走访时发现， 有行
政村一年虚用发票套取资金 ２０ 万元，购
买鸡鸭鱼、肉蛋油用于走访和协调，很多
账务没有书面材料和证据。 基层经管部
门工作人员不足， 财务制度不完善，合
同、票据、保管随意，日常管理本就困难。
由于村干部身份特殊， 拿国家俸禄但却
不是国家公职人员， 也不是纪检监察机

关的监督对象，“拔毛”、“揩油”难以得到
纪检监察机关的有效查处。 这类案件取
证涉及人员又多、范围广，处理起来难上
加难。 此外，家里有地有山，在被发现违
纪后，一些镇、村干部并不配合调查。 接
受组织调查时， 抱着大不了我不当村干
部回家拿锄头的心态，不敬畏、不配合组
织，我行我素、有恃无恐。 “我就是个农
民，能把我咋样？ ”

“菌集之地”必须严治
近年来， 国家和各地扶贫济困力度

不断加大，惠民政策“含金量”越来越高。
然而，作为贫困群众“保命钱” 和减贫脱
贫“助推剂”的扶贫助困资金，在一些地
方却屡屡遭到“揩油”和“打劫”，个别干
部甚至将“扶贫助困”变为“劫贫济私”，
让中央政策“大打折扣”。

早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召开的十八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明
确指出，要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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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数月通报看，基层有些不起眼地
方着实成了部分干部吃拿卡要 、 与民
争利 、欺压百姓等违纪违法行为的 “菌
集之地 ”。 以查处的案件案值一般不
大 ，但一些侵吞困难救济 、建房补助 、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款项的行为 ，损
害了群众切身利益 ，且涉及人员众多 ，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聚
光灯打在群众身边， 就能看到基层尤其
是农村的党风廉政工作还存在薄弱环
节。 “乡科一级看起来没什么权利，但小
贪小腐在群众中却能造成极坏影响。 ”

“群众身边往往都是小问题， 但小
问题不管不问 ， 大问题源头就堵不
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任建明认为 ，小问题大家 “司空见
惯 ”，恰恰说明 ，小问题的负面效果已
经长期存在。 任建明表示，应针对基层
群众的反映 ， 还应及时审查并对群众
进行回应 ，着力解决群众举报 “石沉大
海”的现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需要进
一步发挥新媒体 、新技术作用 ，进一步
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新华)

（上接 1版）
发现问题后， 为使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 该院并没有简单地要求业主单
位立即追回不当发放资金， 而是组织
业主单位、 监理单位、 招投标代理单
位、 建设单位等单位负责人召开协调
会议， 对不当发放财政资金的弊端进
行解析，释法说理，阐明大义，促使监
理单位、 招投标代理单位自觉主动退
回不当领取的财政补贴资金。

为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该院
采取检察建议书的形式， 督促业主单
位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建章立制，完善
程序，堵塞漏洞，推动建立完善涉农项
目资金管理长效机制， 从源头上预防
和遏制涉农职务犯罪的发生。 近日，该
院以追回补贴资金问题为核心， 结合
项目检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 向业主
单位发出 1 份检察建议。 业主单位对
检察建议提出的问题逐项进行整改 ，
截至目前 ，30.1 万元已全部收回业主
单位账户。

乡镇干部参加庭审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结合案件的

查办，还以宣讲团、专题讲座等方式深
入到各涉农单位、乡镇、村开展法制宣
传和警示教育， 增强涉农干部的廉洁
守法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2015 年 8 月， 原海口市农机办主
任邝某某受贿案在海口市美兰区法院
开庭审理。该案是海口美兰区检察院在
开展涉农专项预防工作中查处发现的。
为了教育乡镇干部，海口美兰区检察院
派驻灵山检察室和职务犯罪预防科组
织演丰、灵山、三江、大致坡四个乡镇近
30 名负责农业工作的干部旁听庭审，
现场接受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邝某某在发放农机补贴、 向农户
推荐农机设备中， 收受两家公司负责
人好处费共计 13 万元。 在庭审现场，
乡镇干部通过“零距离”旁听观看法庭
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等庭
审过程， 深入了解到被告人邝某某由
一名领导干部逐步蜕化变质， 直至坠
入职务犯罪深渊的全过程。 直观的庭
审现场使参加旁听的每一位干部都深
受教育。

一名乡镇分管农业多年的干部感
慨，基层乡镇农业干部“权”不大，但要
清楚地认识到责任不轻。 党和国家一
直把三农工作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
重。 惠农政策要落到实处，要靠基层农
村干部恪尽职守。 这场警示教育活动
非常及时和必要， 回去后要趁热打铁
再学习，以此为戒，在今后工作中一定
要认真履职，谨慎行使权力，远离职务
犯罪。

从小猪小鸡查获一批作假村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