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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改革改得怎么
样、改得好不好？欢迎市民提意见
或建议。据《宁波日报》报道，日
前，市住建委启动为期 1 个月的

“您献计·我快跑”征求意见服务
月活动，旨在依靠办事群众和企业
为我市住建系统“最多跑一次”改
革工作问诊把脉，建言献策，助力
改革工作跑得更稳、跑得更好、跑
得更久，进而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
的获得感。

市住建委在系统“最多跑一
次”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
主动打开“纳谏”大门，面向全社
会开展“您献计·我快跑”活动，
体现了工作思路、方法的创新，体
现了工作理念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较之于以往有些地方“闭门造车
式”“自拉自唱式”的改革，这样
的安排，无疑是种进步。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
在草野”。对于任何一项改革而
言，都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循序
渐进的过程。衡量、评价其进展和
成效，科学的方法是认真倾听服务
对象、办事群众的感受，特别是要

关注那些容易“沉没”的声音。但
凡群众普遍认同的改革举措，就要
想办法固定下来，将其制度化；但
凡民意认为还不够“完美”的，那
就要及时修正和完善。市住建系统
推行“您献计·我快跑”活动，显
然有这方面的考虑。

往更深层看，这种重大改革征
求意见、“打捞民意”的过程，实
际上也是集中民智、深化认识、改
进工作、减少失误的过程。改革开
放 3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越是重
视吸纳民意的改革，其推进的阻力
就越小，成功的概率就越高。反
之，就有可能成为劳民伤财、吃力
不讨好的瞎折腾，就有可能无果而
终。因此，无论当下的“最多跑一
次”改革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改
革也好，都应该更加注重“开门纳
谏”的制度性安排。

网络时代，群众有了建言献
策、广泛参与政府决策的便捷渠
道，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是不
是说，有了“谏言”的便捷通道，
群众的真知灼见就会主动送上门
来？恐怕未必。过去，有些机关单
位也曾组织过类似的活动，开始热
热闹闹，最后却冷冷清清收场。究

其原因，有的是未能形成良性互动
机制，群众提出的意见，说好的

“ 认 真 采 纳 ”， 结 果 如 “ 石 牛 入
海”；有的仅仅是把征求意见当作
一种程序，“不提白不提，提了也
白提”。就像有的地方召开的价格
听证会，往往逢听必涨，“听证
会”成了“涨价会”，久而久之，
群众就会对这样的“程序”产生逆
反心理。

提高群众的建言热情，信息双
向互动很重要。对于一些重点工
作、重要决策、重大项目，群众提
了什么意见，哪些方面反映比较集
中，哪些具有可行性，负责“打捞
民意”的一方，应该及时拿出来

“晒一晒”。现在很多部门建立了对
公众开放的政务网站，做到这一点
是不难的。提了不白提，提了有回
应，群众才能真正敞开心扉。

对民意的归纳梳理也不能忽
视。“打捞民意”的过程，就如同
渔 民 出 海 作 业 ， 捞 上 来 的 “ 渔
获”，可能有鱼、有虾、也有蟹，
要让这些产品增值，就必须将其分
类。对于主管部门而言，面对零零
碎碎的意见，是需要做一番分门别
类、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工作

的。特别是收集上来的意见，有些
听起来可能比较刺耳，但“话糙理
不糙”，正视这样的意见，才能捞
到“大鱼”和“干货”。

“打捞民意”，更关键的是要做
好落实民意的“下篇文章”，有了
倾听民意的诚意，更要有“真刀真
枪”的整改行动。如果停留于表
面，对群众意见敷衍了事，最终不
仅直接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还
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
性。这方面，可以借鉴两会议案提
案的办理模式，对于一些重要的、
有价值的建议，应明确领办领导、
承办部门和办理时限，并对最终的
办理结果进行满意度评价。有了这
样的制度保证，公众意见才能更好
地落到实处。

做实“打捞民意”的“下篇文章”

杨美科 钟 言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政府对
群众的庄严承诺。这样的大白话，
老百姓能理解，也乐意听。自从这
5 个字的“小目标”被写入今年的
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全省范
围内轰轰烈烈地实践以来，深受老
百姓欢迎。

好的初衷，让人心生期待；强
力推进，则需清醒认知。在越来越
多的“最多跑一次”清单之外，我们
更希望看到的，是各级政府和职能
部门的实干和担当。正如“木桶效
应”所揭示的，最终决定群众对服
务的感受的，往往不是做得好的方
面，而是令人最不满意的那部分。

在此，举一个笔者亲历的例
子。身份证到期，到某办证中心做
证，之后根据短信通知，凭回执单
可以去当地派出所领取。而在实际
领取时，派出所说必须凭老身份证
才能领取。问：单子上不是写着凭
回执单吗？答：这是规定！再问：这
么规定，那怎么领取单上不写清楚
呢？答：这个我们不管！问办证中心
去！又问：为什么要我去问办证中
心？答：你是换证不是丢了补办！又
问：那我当初如果选择快递，那拿
什么换？答：规定！规定！就是规定！
之后，就翻白眼不理了。

随后，笔者专门查阅了《居民
身份证领取凭证》的三条备注，第
一条就明确写着：“申领人凭本回
执领取居民身份证；委托他人代
为领取的，凭本回执、委托书、受托
人居民身份证领取”。笔者还就此
问题与周围人进行了交流，相似情
况还有：一女儿换新身份证因人在

外地就让爸爸去，结果被告知必须
带齐资料，而等她爸爸按规定拿了
她本人的老身份证、家庭户口本、
领取单和自己身份证再去，也是不
让取。

笔者以为，“最多跑一次”改
革，应从服务、政策、制度、环境等
多方面优化政府供给，真正打通简
政放权的“最后一公里”，而不是政
府部门的作秀。具体办事人员的服
务态度是决定“最多跑一次”能否实
现的关键点。从我个人经历来看，

“最多跑一次”改革还有许多事项可
以进一步简化办理流程，优化办理
环节。相关政府部门应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及时“回头看”，查漏补
缺，举一反三，对一些流程进一步梳
理、精减、优化。同时，对本部门、本
系统暂时未列入“最多跑一次”项目
清单的事项，也可以按照“最多跑一
次”的目标进行规范办理。

7 月 18 日，浙江省委副书记、
宁波市委书记唐一军在调研“最多
跑一次”改革时强调，要聚焦问题，
在攻坚克难上求突破。推进“最多
跑一次”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紧紧围绕“痛点”“堵点”“难点”全
力攻坚突破。应抓紧做好“统一标
准”的工作，搞好顶层设计，明确标
准要求，使改革有依据、有规范、能
核查，防止出现标准不一、进展不
一、成效不一的现象；应抓紧做好

“信息共享”工作，扎实推进“政务
云”建设，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信息
孤岛，加快促进信息互联互通、数
据共享共用，真正实现“一网流转、
一网办理”。这些工作做实了，“最
多跑一次”改革才能更好推进，才
能让群众满意。

“最多跑一次”改革
需要更大担当

张海英

“隐孕”现象其实早已存在，
但进入全面二孩时代表现得更为突
出，当怀孕女职工增多，“隐孕”
随之增多。“隐孕”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早已入职的女员工为了避免
怀孕影响升职加薪，故意隐瞒怀
孕；另一种是已怀孕女性到新单位
应聘时隐瞒实情。

很多用人单位尤其是企业不希
望看到“隐孕”现象，因为这不仅
打乱了企业某些工作计划，也增加
了企业部分成本。所以，企业对

“隐孕”现象头疼是可以理解的。
也有企业解除了与“隐孕”女员工
的劳动合同，但根据现行相关法律
规定，企业不会得到劳动仲裁支
持，这已有先例。

女员工之所以“隐孕”，究其
原因，既因《妇女权益保障法》规
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
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其工资、
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
合同”，也因职场中歧视女性现象
比较严重。《2017 中国女性职场现
状调查报告》显示，超八成女性认
为在就业中存在歧视，而女员工被
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怀孕。这意味
着一些女员工“隐孕”其实是一种
无奈的自我保护。现实中，已经结
婚、还未生育的应聘者，企业大多
不会接受，一些女员工就采取“隐
孕”对策来保护自己就业和生育的
权利。所以，企业防止“隐孕”的
前提是消除就业歧视。

据笔者所知，由于“隐孕”现
象增多，一些企业也开始想对策。

例如，在入职体检中留意女员工是
否怀孕，若“隐孕”，就找理由不
签劳动合同；已经签了劳动合同
的，按规定给女员工经济补偿以解
除劳动合同；或者在以后工作调整
过程中给女员工变相施加一定压
力，逼女员工自动辞职等。

换言之，女员工“隐孕”并不会
带来双赢结局。从表面上看，女员工

“隐孕”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从长
远来说，不利于女员工发展，因为

“隐孕”会让单位对自己失去信任。
而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说，由于歧
视女职工造成“隐孕”，就要为这种
歧视付出一定代价，承担相应的成
本。如果用人单位不再因“孕”歧视
女员工，后者也就没有必要“隐孕”
了。虽然女职工怀孕、生育会对用人
单位有所影响，但影响是有限的，怀
孕女职工并非不能工作。

要想从根本上消除“隐孕”现
象，笔者以为，需要各级政府及时出
手。如果对聘用怀孕女性的用人单
位，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或者实
施一定税收优惠支持，减轻企业在
女员工怀孕生育期间的相应成本，
企业利益有保障了，就没有必要歧
视怀孕女性，女性也没必要“隐
孕”了。

顺便也提醒一下职场女性，应
当合理安排怀孕和工作，最好不要
在怀孕期间更换工作，这既对自己
好，也对用人单位好。而且，还要
意识到，法律并不是支持所有“隐
孕”，如果某些岗位属于“国家规
定 的 不 适 合 妇 女 的 工 种 或 者 岗
位”，这时候“隐孕”，权益就不会
受法律保护了。

“隐孕”是一种自我保护
张玉胜

孕育宝宝是女性天经地义的
生理机能和公民权利，对于女性
个人与家庭，更是一件大好事。
但鉴于怀孕、生育对女性就业的
严重影响，这种好事常常成为用
工单位的禁忌和女性员工的“心
病 ”。 于 是 有 意 或 无 意 地 “ 隐
孕”，便成为一些女性在企业招工
时的无奈选择。但这对于用工企
业的人员使用和劳力调配，势必
造成一定影响，且就用人单位有
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
关的情况而言，更是一种不公平
的行为。

企业招工，目的是要为企业
的生存发展招徕优秀人才与称
职员工。但新闻中的当事人孙
女士显然把“隐孕”作为希望
在孕产期拿到工资并使社保不
断档的手段，而她在享受产假
和达成目的后，却向企业递交
了辞呈。根据报道，企业的所
作所为并无歧视女性的任何举
动 。 孙 女 士 入 职 三 天 就 提 出

“保胎休息”，怀孕期间也“经
常请假”，分娩之后，单位派人
及时“产后探望”，应该说企业
对待孙女士并不算薄。可公司
照发工资、照缴社保，换来的
却是孙女士产假休完道声拜拜
电话辞职。企业除了无谓的付
出之外，并未得到孙女士的任何
回报，精于成本核算的企业，无
疑是做了一次“冤大头”。

孙女士的“小聪明”让自己
获取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但撒

谎、失信带来的诚信受损，势必
成为其今后难以拭去的道德污
点，无异于饮鸩止渴。从“没有
结婚，短期也不打算结婚”的应
聘谎言，到占了便宜就走人的不
思感恩，其负面效应不只在于
其个人前途，更无益于整个女
性就业环境的改善。尽管劳动
仲 裁 机 构 可 以 引 用 《劳 动 法》
中“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
孕、生育降低其工资、予以辞
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的规定，约束企业的辞退
举动，但“受伤”后的企业难
免不会在今后的招聘中，对女
性员工设置更苛刻的门槛。面
对“隐孕”的小聪明，在弄不
清应聘女性对婚孕状况的回答是
否属实的情况下，一个最简单不
过的笨办法就是说不，这对于原
本严峻的女性就业形势，无异于
雪上加霜。

富兰克林有句名言：“失足，
你可以马上恢复站立；失信，你
也许永难挽回。”诚信作为为人处
世的根本之道，不可有须臾的伤
及与损害。企业招聘是你情我愿
的双方行为，理当多些将心比心
和换位思考。用人单位和员工，
彼此应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
题。企业应关怀员工、体谅下
属，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企
业员工也当遵章守纪、爱岗敬
业，尤其要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履
行好主人翁的责任担当。莫让

“隐孕”的小聪明误了自己的前
程，更坏了女性就业的“一锅
汤”。

“隐孕入职”无异于饮鸩止渴

宁波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一名女员工孙女士入职三天就宣布怀孕，休完产假之后随即提出辞职，在其怀孕期间照常给她发
工资、交社保的公司表示“很受伤”。此事在网上引发热议 （9月11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怎样看待“隐孕”现象

据 9月 10日新华社报道：中
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9
月 10 日发布的 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显示，证券业等金融行业
利润普遍下降，制造业人均利润
增长近三成。业内人士认为，数
据上看，“虚”“实”经济体发展
不平衡的状况有所缓解，但从企
业发展看，制造业仍需应对诸多
挑战和压力。

企业新评500强，
经济晴雨看端详。
虚实平衡虽缓解，
挑战压力不一样。

利润大户属银行，
反哺机制细思量。
实体制造需帮扶，
携手共进两头强。

郑晓华 文 徐 骏 绘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9月 11日《中国青年报》报
道：随着开学季，关于大学生日常开
销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在网上流传的一份《各地大学生
生活费标准一览表》下，很多学生留
言表示，自己的实际开销远高于表
中的标准值，并感叹“生活费不够用
却又不知道钱到底花在了哪里”。

点评：现在生活好了，读书很少有人“咸菜+馒头”过日子了，但
大学生毕竟也是“学生”，大多还不能自食其力，需要靠父母的帮助完
成自己的学业，因此，每一笔花销应量入为出，不可任性。这既是对自
己负责，也是对父母负责。节衣缩食虽没必要，但勤俭节约的品质还
是不能丢。

@芙兰朵露：花钱理性节制就不会出现校园裸贷现象了。
@卡斯柯：当爹妈的勤扒苦作，做儿女的却花天酒地。

据 9 月 11 日《北京青年
报》报道：不少购物平台、网站
推出了用户“用后感”笔记分享
功能，不少持观望态度的用户会
翻看他人写的笔记决定是否购
买产品。记者调查发现，有部分
人利用一些平台的产品体验功
能成为职业“写手”，通过“用后
感”为商家做广告，而很多“商
品”这些“写手”并不曾用过。

点评：口碑是商品质量的体现之一，“用后感”笔记就是一种口
碑，若伪造，会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误导，直接伤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若不及时制止，还会伤害网购的公信力，甚至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效
应，使用虚假点评的商家会淘汰诚信经营者，导致网购市场造假成
风。对此，监管部门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及时采取措施。

@富康道口：还是诚信问题，积重难返啊。
@欧思思：平台应该设置门槛，说假话的商家关店。

据 9月 11日《北京晨报》
报道：共享单车的方便带火了

“共享单车儿童座椅”，很多带
有孩子的共享单车用户，竟然
在共享单车上面私自加装儿童
座椅，以方便自己的孩子坐在
上面。不过，有些用过的家长称
座椅安装后摇晃得厉害。

点评：临时加装座椅，安全隐患很难消除，很容易“坑娃”。而且共
享单车所有权在车辆提供企业，用户只有使用权，其使用协议中均有

“不得加装载人座椅”等禁止性条款，用户擅自加装座椅，属于违约，
真要出了什么事，用户就只能打落牙往肚里吞了。

@浮力森林：这种“儿童座椅”就不应该出现在市场上。
@渡口水：这么“心大”的家长，就怕乐极生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