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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宁波经济
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
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建设从逐
步恢复到加快发展，走出了一条均
衡化发展的好路子。

宁波改革开放经验丰富，其中
非常成功的一条，就是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

从 1978 年至 2017 年，宁波的
GDP年均增长 13.2%，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9.4%，财
政总收入年均增长 17.2%，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19.0%。多年
来，宁波把新增财力的70%以上用
于民生事业。近 5年来，宁波安排
就业创业、教育医疗、环境改善、
住房保障、文化体育、交通出行、
公共安全等领域共计 220项民生实
事。截至 2017 年底，宁波城乡居
民收入比为 1.8∶1，远低于全国全
省。在社会保障方面，重视城乡统
筹，实现多项“身份并轨”，在全
省率先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
三项并轨。民生事业的发展，从托
底补缺式的普惠式公平，走向不断
提升标准、逐步追求优化，比如参
保人员的医保待遇整体水平，在全
省和全国同类城市中领先。

均衡化发展，不单是市民收入

增长差距的缩小，还包括其他各个
方面的同步推进。在改革开放初期，
面对利益格局变化和深刻调整，宁
波着力构建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
完善相对公平的分配机制，营造、优
化发展环境。最显著的成果之一，是
民营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在改革开放深化期，宁波通过推进
全民教育均衡、建立完善公共卫生
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公
共安全体系建设等政策措施，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推动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同
步谋划，努力促进绿色发展。

均衡化发展，是在曲折前进中
实现的。从发展规律上说，平衡是
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改革开
放过程中，宁波和全国其他地方一
样，在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同
时，也出现了发展不平衡问题，主
要体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
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
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发展
受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加剧等。出现
种种不平衡的原因，不外乎地理、
气候、交通等自然条件，国家发展
规划等带来的历史遗留，以及一定
时间段的方针政策所造成的。改革
开放之后，宁波遇到了发展的好机
遇，历届市委、市政府解放思想，
大胆进行体制的改革创新，不断出
台适合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平衡
的局面被不断打破，实现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各个领域全面协调发
展的良好局面，迎来了从不平衡逐
步走向均衡化的科学发展新局面。

旧的不平衡被打破，会出现新
的不平衡。在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的不寻常时刻，我们既要肯定改革
开放解决了不少重要的发展不平衡
问题，又要看到，目前即使像宁波这
样相对发达的地区，也还存在经济、
文化、社会、生态的某些不平衡问
题。所以，对于发展不平衡问题，我
们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辩证的认识。

要看到，发展不平衡的存在，
有其客观性、合理性和积极性的一
面。只要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市场
化改革，就必然出现发展不平衡问
题，产生区域、城乡、居民收入的
差距等问题。从积极角度看，发展
不平衡能够形成竞相发展的局面，
导致活力倍增，为经济社会持续、
快速发展提供动力。改革开放初
期，正是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造成
的僵化局面，整个经济开始有了活
力；正是一些先行地区的率先搞
活，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比学赶超，
虽然地区差距出现了，但是达到了
满盘皆活的效果；正是坚决实施收
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打破平均主义

“大锅饭”，才极大地调动了每个人
的积极性。可以说，正是这些“不
平衡”，成了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源
头；正是我们在不断克服不平衡中
奋勇向上攀登，才让人民群众享受
到丰硕的发展成果。

改革开放后期不平衡的产生和
存在，与改革开放前的不平衡不可

同日而语。现在的不平衡，是各
地、城乡、全体居民实力大增，生
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基础上的相对不
平衡，同改革开放前的物资匮乏、
资源短缺的不平衡，完全不是一回
事。现在的不平衡，是在经济持续
40 年快速发展、全市生产总值达
到9847亿元、人均GDP超过1.8万
美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
4.8万元基础上出现的发展不平衡。

不平衡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我们既不能放任各种不
平衡发展，对不断拉大的不合理差
距熟视无睹，也不能抽肥补瘦，搞
平均主义。既不能因不平衡的客观
存在产生消极负面情绪，甚至怀疑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正确性，也不能过分强调发展不
平衡的合理性。正确的态度应该
是，承认不平衡，正视不平衡，在
努力克服新的不平衡中，走向新的
更高的发展平台。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
会见外宾时多次提出，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是为了带动大家一起富
裕，共同走富裕之路。这个形象的
论断，生动阐释了发展的平衡与不
平衡的辩证关系，和中国发展的永
恒主题。当然，今天我们理解邓小
平提出的“富”，不仅指“口袋”，
还包括“脑袋”必须与之同步。

均衡化是改革发展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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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结果“张冠李戴”，工作
人员冒名顶替，体检信息泄露后遭
保健品广告轰炸……近期体检行业
乱象被频频曝光，不仅让人们对体
检结果的有效性心存疑虑，同时对
体检行业的可信度也打上了问号。
这给整个行业发展敲响了警钟，必
须剔除阻碍体检行业健康发展的

“烂白菜”。

体检是守护全民健康的一道前
置关口。定期体检有利于人们早发
现潜在的致病因子、早期病灶或功
能异常等情况，从而达到早期发
现、早期治疗的目的。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对健康的日益重视，通
过体检防范疾病于未然，成为很多
人关注自身健康的主动选择和重要
参考。近年来，我国体检市场发展
迅速，据测算，2017 年我国健康
管理 （体检） 量约为5亿人次。

随着体检市场“火山喷发式”
的迅猛发展，部分机构管理混乱、
职业操守缺失、盲目逐利等问题也
滋生出来。同时，行业监管制度的
笼子没有扎紧，仍有缝隙和死角，
也给体检乱象滋生提供了土壤。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
学生誓言中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同
样适用于体检行业。不论是基于对
用户健康负责，还是出于行业长远
良性发展考虑，体检行业首先必须

是一个“良心活”，绝不能视公众
健康如儿戏，在任何一个环节上耍
猫腻，让体检质量打折扣。

体检行业关乎公众健康，应该
大力发展。同时，监管和规范也必
须及时跟上。体检机构应加强管
理，按照规定聘用具有执业资格的
人员从事相关岗位，各项检查行为
符合规范。行业要加强自律、自
净，对服务质量低下、滥竽充数的
体检机构及时说不。同时，相关部
门应尽快出台完善管理办法，加强
发挥第三方监督作用，采取有效手
段剔除“烂白菜”，让体检行业更
好地服务于公众健康。

剔除阻碍体检行业健康发展的“烂白菜”

王学进

12月5日，浙江新昌法院发布
《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工作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为了打消少年犯回
归社会的疑虑，使他们更有信心地
投入新生活，新昌法院严格落实少
年犯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截至
目前已经对 63件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材料进行了封存，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未成年人“零痕迹”回归社会

（12月6日《绍兴晚报》）。
所谓“零痕迹”，就是曾被宣告

有罪或者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
在具备法定条件时，法院封存其犯
罪记录，让其以“清白之身”回归社
会。换句话说，“不起诉决定书或者
刑事判决书”等犯罪记录可以不进
入人事档案，由司法机关封存起
来，非经批准不得对外披露。这样，
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未成年人罪犯
无障碍地融入社会，与其他少年一
样享受就学等权利。

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于成年人
犯罪，他们大多是临时起意，或者
激情犯罪，往往所犯罪行比较轻
微，归案后，认罪态度也大多良好，
重新做人的愿望比较强烈。司法机
关在依法对其进行刑事处罚后，将
其犯罪记录封存起来，为其提供一
个“清白”的社会角色，不仅能让其
感受法律的善意，避免再次犯罪，
还有利于其通过继续读书、努力工
作，在提升个人价值的同时，为社
会创造财富。

《白皮书》提到了这样一个典
型案例：在一所职校上学的俞某

某，因上课玩游戏，手机被老师收
走代为保管，他遂起了抢一部手机
玩游戏的念头。2015 年 6 月 5 日
晚，俞某某戴上口罩，拿着榔头来
到新昌县澄潭镇沃西大桥附近，抢
走了村民李某某的手机，还打伤了
人。俞某某的犯罪缘于年纪小、法
律意识淡薄以及家庭条件不好。经
过刑事处罚和帮教，他认罪悔罪，
决心重做新人。法院封存其犯罪记
录，为其顺利走向社会提供了便
利。这体现了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
原则。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
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
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以下刑罚的，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但
该法条在司法实践中执行得不是
很到位。像新昌法院那样，将 63件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材料进行封存，
让 63名未成年人罪犯“零痕迹”回
归社会的还不很普遍。也就是说，
让未成年人罪犯“零痕迹”回归社
会尚未成为司法惯例。

检索《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
度标准规则》可知，联合国早已制
定了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司法待
遇的国际准则。如“应在各个阶段
尊重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原
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
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等。从世界
很多国家的司法实践看，封存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已成为惯例，让未成
年人罪犯“零痕迹”回归社会已成
为趋势，我国司法实践也应该顺应
这一趋势。

让未成年人罪犯
“零痕迹”回归社会应成司法惯例

国 务 院 日 前 印 发
《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
的若干意见》，从支持
企业稳定发展、鼓励就
业创业、积极实施培
训、及时开展下岗失业
人员帮扶、落实各方责
任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
部署。这对企业发展、
个人创业、困难群体再
就业等方面来说，无疑
是一个利好的政策。

朱慧卿 作


