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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昉

近日，中办、国办修订并出台
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
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同时发出
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做
到忠诚老实，严格按照《规定》要
求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久
前，我市召开的全市组织部长会议
也强调从严治吏，“要把政治坚定
作为第一标准，以对党绝对忠诚之
心，选对党绝对忠诚之人”。

无论是对《规定》和《办法》的预
期，还是以往实践的印证，领导干部
个人有关事项的报告和查核，都是
一次对干部忠诚于党的严格检验。

入党是一个人政治上的庄严选
择，领导干部宣誓就职，是忠诚于
党的一种承诺方式。一个人的政治
定力，源于对党绝对忠诚，源于信
仰这块基石。从以往一些相关问卷
调查来看，绝大多数干部表示愿意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并接受查核，有

的还表示愿意公示财产。是呀，一
个干部忠诚于党，襟怀坦白，是无
事不可对党说的。

过去，我们总是说，检验干部
的德，考量干部对党的忠诚度很
难，X光、CT、核磁共振成像也没有
办法。当然，也不是不能检验，这些
年的实践证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事项的报告和查核制度确实很管
用，这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面对
的一个关口。实际上，报告制度成为
干部提拔的先决条件，凡提必核，没
有任何侥幸可言。干部必须对自己
的报告负责，如果干部想对组织隐
瞒一些什么，当此之际，那就真是进
退不得，此关难过。

从以往查核结果来看，总有一
些干部发生漏报、瞒报现象。就宁
波市来说，笔者了解到，去年就有
8人因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不实，被
终止选任程序。去年正值换届之
际，许多干部面临一次难得的提拔
机遇。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是干部的
一次信用记录，痛惜的是，有人失

信了，“被终止选任程序”，这是必
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容许干部犯一些错误，有
容错纠错机制兜着。一般来说，干
部的错误有两种：一种是能力型
的，可以原谅；一种是品质型的，
不能宽容。对党不忠诚老实，不如
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作为党的政
治纪律，决不能“包涵”“迁就”

“护短”。失之于宽，只会造成“破
窗效应”，必须把查核结果用起
来。有的事情，比如把配偶子女送
到国外读书，自己成了“裸官”，
向组织说清楚，以后老婆孩子回来
了，还有提拔的机会；隐瞒不报，
性质就发生变化，欺骗组织的行
为，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实际上，一些干部“报告不
实”，是因为存在影响提拔使用乃
至违纪违法的事情，为之与党心存
芥蒂。干部对党不忠诚老实，并非
从“报告不实”开始的，而是有一
个负面积累和演变的过程，是其价
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偏离了党的原则

所致，是政治上精神上的脱轨和放
弃。山无脊梁要塌方，脱离了忠诚
于党的轨道，动摇了理想信念，就
会变得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乃至
自毁前程。这是很不值得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轿夫穿
了一双新鞋，因为雨后有水，开始
轿夫总是躲着泥水走，后来一不小
心蹚到泥水里，就不再顾惜新鞋
了。它告诉我们，没有下不为例。
党员干部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政治身
份，一次也不能“蹚泥水”。忠诚
于党，是一种持久而深远的力量，
是我们坚定选择的一条不可变更的
航线。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让我
们好自珍惜。

干部忠诚于党的一次严格检验

史洪举

4 月 23 日上午 10 时许，河南
信阳市一男子廖某带着 2岁女孩在
银行营业厅办业务。廖某办完业务
整理东西时，孩子独自走到填单台
边，双手攀附填单台，谁知填单台瞬
间倒下，砸在孩子身上，孩子当即被
送往医院救治，然而在转院途中不
幸身亡 （4月27日《大河报》）。

在银行很常见的填单台，却成
了夺走 2岁小女孩生命的杀手，让
人震惊和不可思议，这也是此事引
起公众关注的关键所在。这起事件
中，小孩父亲是否存在监管失职，
有待权威部门判定，但是，作为公
共场所的管理者，银行显然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
该事件更暴露出一些公共场所的设

施存在着威胁人身安全的重大安全
隐患。

根据侵权责任法，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
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之所以强调公共场所管理者具有安
全保障义务，主要在于，作为不特
定人的活动场所，必须有更严格的
安全标准，该场所内的公共设施必
须比私人空间内的家具设备更牢固
安全。一般来说，进入公共场所内
的人既有小心谨慎的，也有粗枝大
叶的，管理人必须考虑相关人的性
格特征和注意程度。

而且，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具有
更强的控制风险能力，更清楚这些
场所的具体情况、设施性能和安装

状况。而进入公共场所的其他人，
一般对家用设施可能存在的安全隐
患有所了解，但很难了解公共设施
的安全程度。也就是说，前者更能
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或损害，因此
也更应承担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
采取警示、加固、提醒等措施避免发
生意外。譬如，多数家长会提醒小孩
电源插孔不能乱动，不能趴在窗户
上，过马路要注意车辆，但很少有家
长会认识并预见到趴在银行的填单
台上会伤及身体乃至危及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 7月份，
因宜家生产销售的“马尔姆MALM”
系列床头柜及橱柜存在“因倾倒致
儿童死亡”的安全隐患，先是在北美
市场被召回，后经我国国家质检总
局约谈，宜家也对国内市场相应产
品实施召回或者免费提供上墙连接

件和上门安装的服务。而且，根据
我国儿童家具强制性国家标准《儿
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所有高桌
台 及 高 度 大 于 600mm 的 柜 类 产
品，应提供固定产品于建筑物上的
连接件，并在使用说明中明示安装
使用方法。举轻以明重，作为家具
的柜类产品就应防范儿童攀爬，放
置在公共场所的填单台有什么理由
不安装得更牢固些？

作为普通人，注意自身安全，
不从事高危活动是自身责任。但公
共场所的设施务必应符合相应安全
标准，至少不能存在安全隐患，侵
害已经尽到正常安全注意义务人的
人身安全。只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多些责任感，少些懈怠，提高安全
保障程度，方能减少飞来横祸，让
人们不再步步惊心。

“夺命填单台”再证公共设施安全不容忽视

刘效仁

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环
保联合会诉德司达 （南京） 染料有
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公益诉讼纠纷
一案，日前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据介绍，此案是江苏省
作为国务院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试点省以来，该省省政
府与省环保联合会携手作为共同原
告提起的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4月27日《新华日报》）。
江苏省人民政府携手省环保联

合会，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这一事件向公众传递了诸多
信号。

体现了政府权为民所用、利为
民所谋的执政根本。公益诉讼维护
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即特定范围内
的广大公民均能享受到的权益。环
境公益诉讼则是就环境污染侵害公

民权益所提起的诉讼。党的十八大
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
要求实行最严格的损害赔偿制度。
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府担纲原
告，既彰显执政根本所在，体现政
治担当，亦是唯 GDP 政绩观向绿
色政绩观的转变。

改变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格
局。事实上，2015年 1月新环保法
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即开始了“破
冰”之旅。然而，当年全国范围内
有 700家组织具有公益诉讼主体资
格，却只有 9家提起了诉讼。当年
1月至11月，全国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占全国环境资源民事案件的比例
仅为 0.0894%。法律对公益诉讼主
体资格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导致环
境公益诉讼的利益格局、资源匹配
仍处弱势状态。江苏省政府代理人
之一、省环保厅法规处副处长贺震

说，多年来，在公共生态环境受到
损害后，存在着索赔主体不明确等
诸多问题，致使公共生态环境损害
得不到赔偿，受损的生态环境往往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修复。2015 年
11 月，国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出台，明确

“试点地方省级政府经国务院授权
后，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权利人，可指定相关部门或
机构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体工
作”。本起案例，就是对试点方案
的具体落实。

拓宽了政府从行政执法到民事
索赔的环境治理路径。“生态环境
损 害 赔 偿 属 于 民 事 责 任 追 究 范
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庭长李兵介绍，对环境违
法行为可在行政处罚的同时，再追
究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此次公益
诉讼所出具的污染环境损害评估技

术报告显示，被告已排放的废酸液
的污染修复费用为 2428.29 万元，
法庭将审查该笔费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及“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并依法判决。

省政府当原告，有利于调动资
源，提高环境公益诉讼胜诉率。面
对公益诉讼，环保公益组织存在取
证难、耗时长、成本高、人才缺等
诸多问题。更何况很多环保公益组
织维持日常运转就很难，公益诉讼
往往力不从心。有人算了笔账，一
般个案费用需 20 万元至 30 万元，
包括多次取证、诉讼、鉴定等费
用。政府部门不仅掌握污染环境的
第一手资料及大量基础数据，再加
上环保执法部门具有专业技术及相
关事项鉴定能力等，可改变环保公
益组织作为单一原告举证困难的处
境，有利于最终实现司法正义，更
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省政府当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多重意义

产品出口和内销，

本身都是中国造。

可惜质量大不同，

国人用的偏粗糙。

消费升级是浪潮，

三同标准该做到。

不再辛苦忙海淘，

国货买买一样好。

郑晓华 文 盖桂保 绘

据 4月 26日《第一财经日
报》报道：“出口”与“内销”
品质的巨大落差，让中国消费者
好不尴尬——千里迢迢“人肉快
递”或“海淘”回来的海外大
牌，一看标签，“中国制造”；一
试质量，比国内买的强！随着中
国产业和消费升级来临，内外销
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即“三
同”)被提上战略日程：要求企
业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按照相同
的标准生产出口和内销产品，使
供应国内市场和供应国际市场的
产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准。

新华社记者 谭谟晓 董璐

证监会近日对前发审委员冯
小树违法买卖股票罚没 4.99 亿
元，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受到各方关注。作为曾经担
任要职的监管干部，冯小树监守
自盗、知法犯法的行为犹如警
钟，严防金融腐败必须管住“关
键权力”。

金融腐败一直被视为“高技
术含量”的腐败，“冯小树们”精
通监管规则，熟悉金融市场的专
业操作，因此这类腐败具有极强
的隐蔽性和复杂性，监管难度
大，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的危害
也大。

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
提出的严厉打击银行违规授信、证
券市场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保险
公司套取费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对
个别监管人员和公司高管监守自
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等非法行
为，必须依法严厉惩处、以儆效尤
等要求，正是此中要义。

防止金融腐败，特别要强化

对重要权力部门、关键环节和敏
感岗位的监督制约。金融领域是
利益、权力相对集中的“高地”，
掌握企业 IPO 生杀大权的股票发
审部门更是如此。虽然证监会对
发审委委员的监管有回避机制，
但冯小树案暴露出这种回避机制
并没有得到严格落实。

另外，冯小树以他人名义受
让相关拟上市公司股权，持有并
交易了相关上市公司股票，这种
在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突击入
股，待股票上市后高价卖出的行
为，历来属于证券法关于禁止从
业人员参与股票交易的规范范
畴。然而，这起案件之所以得到
查处，是源于中央第七巡视组对
证监会开展专项巡视移交的相关
线索。由此可见，对于身处核心
部门的“冯小树们”还是缺少有
效监督，制度上的漏洞为其权力
寻租提供了温床。

防止金融腐败，一方面要用
制度的卡尺对权力进行约束，筑
起权力“防火墙”，拔除监守自
盗、内外勾结的“病根”，另一方
面还要加大问责力度，强化机构
问责、监管问责和对监管者问
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更
多的“冯小树”。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防止金融腐败
重在管住“关键权力”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4 月 27 日中新网报
道：近日，有网友称在北京
西站取票时被假“志愿者”
骗 取 521 元 。 一 起 小 事 件 ，
连带着它背后的长久现象，
引 起 了 舆 论 共 鸣 和 强 烈 关
注。对此，北京西站相关部
门负责人回应，将出台多项
措施包括组织专业力量开展
专项打击。

点评：小事件反映大问题，管理制度上的问题不解决，类似的
小事件频发就是必然。或许，像北京西站这样人流庞大复杂的场
合，治理起来有一定难度，但只要用心去管，耐心去管，就一定会
有成效。既然西站“诈骗党”火了，就让它火得有价值，别浪费了
民众的关注力。

@dadeng：这么多摄像头是干嘛的？
@金丝企鹅：骗子在进化，管理也要进化。

据 4 月 27 日人民网报道：
近日，南京溧水两护士给患儿扎
针，因孩子血管细扎了两次，竟
被患儿家长直接踹翻在地。扎针
护士爬起来第一反应是拔出孩子
脚上的针头，但家长不依不饶，
继续推搡她。事发后患儿家长并
未道歉，却带着孩子溜之大吉，
最后迫于压力，向警方自首。

点评：扎针是技术活，小孩血管细，再高明的护士也不可能保
证一次就扎进。对护士的“失手”，如果不能抱着理解的心态，每
个人都和这位父亲一样，谁还会愿意去当护士？

@串串：护士不容易当啊。
@忠孝八公：我小时候不知道被护士姐姐扎错多少次。

据 4 月 27 日荆楚网报
道：邾城街第一小学是新洲区
唯一一所百年老校，随着大量
农村人口涌进城镇，这所小学
被4331名学生挤成了武汉市在
校生人数最多的小学，超过学
校承受的3000人极限。全校共
有 7处厕所，每个课间为了让
学生短时间内安全上厕所，学
校推出上厕所安排表，对哪个
班级学生具体到哪里上厕所作
了详细分配。

点评：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学生，而短期内无法增加厕所，那
确实应该以安全为出发点，建“厕所安排表”引导学生有序上厕
所。但这么做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策，学校应抓紧建设
基础设施，让学生在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里学习。

@爱丝：重点是这个小学教学成绩优异，家长都希望孩子能
到好的学校上学。

@萝莉妈妈：你的孩子上那样的学校你愿意吗？

据 4月 27日《新京报》报
道：继摩拜单车的智能锁被诉侵
权后，另一家共享单车运营商

“永安行”近日也陷入专利侵权
诉讼。此次涉案的专利为“无固
定取还点的自行车租赁运营系统
及其方法”。

点评：不管最终判决结果如何，共享单车接连遭遇侵权诉讼，
其实是一种提醒：企业发展千万别忽视知识产权。“互联网+”已
经越来越深入社会生活，一些市场的“玩法”会有改变，不再是资
本主导一切，知识产权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西瓜虫：摩拜、小黄车，一个也跑不掉。
@色钱钱：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